
奖牌榜
（截至2月12日）

排名 国家 金牌 银牌 铜牌 总数

1 德国 4 1 2 7
2 荷兰 3 2 2 7
3 挪威 2 4 3 9
4 加拿大 2 4 1 7
5 美国 2 1 1 4
6 法国 2 0 1 3
7 瑞典 1 1 0 2
8 奥地利 1 0 0 1
9 韩国 1 0 0 1
10 日本 0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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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招商公告
现有海南澄迈老城经济开发区一期厂房及厂

区土地，厂区占地63亩，厂房建筑面积10512平方

米，其他建筑1500平方米，现向社会寻求合作伙

伴。有意者请到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新

闻大厦12楼经管办领取该项目的相关资料。

咨询电话：翁先生：手机号码：13322095818

李先生：手机号码：13807598528

韩先生：固定电话：0898-66810056

手机号码：15208958697

1.招标条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国土资源部《矿
业权交易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乐
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乐东黎族自治县
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招标方式出让乐东县千家
镇乐丰建筑用花岗岩采矿权。
2.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乐东县千家镇乐丰建筑用花岗
岩采矿权, 矿区地址: 乐东县千家镇乐丰村,
矿区面积:0.184平方公里, 评估可采储量:
823.29 万立方米, 开采规模: 82万立方米/
年, 出让年限: 10年, 投标保证金: 1900万
元。注：（1）矿区范围坐标及开采标高等详见招
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2）中标人缴纳的投
标保证金充抵部分采矿权出让收益（即成交价
款）；未中标人缴纳的投标保证金，在招标工作
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办理退还手续，不计利息。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
独立企业法人资格，注册资金不得少于2000
万元；

3.2 受到省、市（县）国土部门禁止参与采
矿权出让活动的处罚且期限未满的，或者因未
履行采矿权出让合同被取消买受人资格的，不
得参与投标；

3.3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4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8年2月

23日08:00:00至 2018年3月2日17:00:00
（节假日除外，北京时间，下同），到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窗口或海南省矿
业权交易中心（地址：海口市美贤路9号省国
土环境资源厅401室）购买招标文件和报名参
加投标。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元人民币(含地
质勘查报告等资料费，需要拷贝的请自备U盘)，
售后不退。

报名时须提交：（1）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或者法定代表人签署的
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3）法人营业执
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合
一）。以上报名材料应真实、完整、合法、有效，
均需校验原件，留盖章复印件。未出示原件或
原件不齐全的，报名材料不予接收；工作人员
接收报名材料后，应向递交人出具签收单。

4.2 乐东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会同海
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对报名材料进行审核，符
合要求的，于2018年3月5日17:00:00 前发
放《报名确认书》。
5. 投标文件和保证金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开标时间）：
2018年3月22日10:00:00；递交地点：海口
市国兴大道9号会展楼2楼海南省公共资源交
易服务中心土地矿产交易厅203室。

5.2 投标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2018年3
月22日10:00:00；投标保证金的形式：转账，
账号详见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5.3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
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 确定中标人原则
本次招标采用综合评分法，按得分由高到

低排序，推荐3名中标候选人，公示无异议的，
确定第一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
7.注意事项：

7.1 矿业权投资存在不可预见的自然因素
变化和政策法规变化风险，投标人需慎重决策。

7.2 乐东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定于2018
年2月26日组织矿区现场踏勘，有意投标者请
于当日9:30前到该局矿管岗集合（地址：乐东
黎族自治县抱由镇尖峰路1号，联系人：吴先
生，联系电话：0898-85531285）。

7.3 有意投标者可到海南省矿业权交易中
心查阅相关地质资料，详细了解本次出让采矿
权情况。如对本次出让采矿权有异议，请于报
名截止前以书面方式向乐东黎族自治县国土资
源局反映，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即视同对本次
出让采矿权的现状无异议并全面接受。
8.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海南日报》、国土资源部
门户网站、海南省国土资源厅门户网站、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及海南土地矿产市场网发布。
9.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0898-65236087 65303602
联 系 人：陈女士 李先生
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乐东县千家镇乐丰建筑用花岗岩采矿权招标出让公告

乐东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
海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

2018年2月13日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土地确权异议征询的通告

海土资籍字【2018】56号
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申请确定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宗地

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演海村委会石路村北侧，宗地四至为：
东至演丰镇演海村委会石路村用地；南至演丰镇演海村委会石路
村用地；西至演丰镇演海村委会石路村用地；北至海南省海洋与
渔业科学院用地；面积2283.48平方米。如对上诉宗地权属有异
议，请自告知之日起十五天内向我局地籍管理处提出书面申诉，
逾期视为无异议，我局将依法给予权利人办理确定国有土地使用
权手续。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2月7日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土地确权异议征询的通告

海土资籍字【2018】57号
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申请确定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宗地

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演海村委会石路村北侧，宗地四至为：

东至演丰镇演海村委会用地；南至演丰镇石路、东山经济合作社

用地；西至红树林防潮堤；北至演丰镇边海村民委员会用地；面积

457731.17平方米。如对上诉宗地权属有异议，请自告知之日起

十五天内向我局地籍管理处提出书面申诉，逾期视为无异议，我

局将依法给予权利人办理确定国有土地使用权手续。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2月7日

“正宗椰树牌椰汁，30年坚持使用新鲜椰肉鲜榨，自1991

年荣登国宴以来，已接待了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元首及政

界要人。”这条广告早已是家喻户晓。椰树牌椰汁凭什么荣登

国宴？其制造方法有什么过人之处？其品质又有什么独具的

特色和优势？今天，笔者就好为人师，不吝指教，给大家做一

个简单的介绍。

椰树牌椰汁畅销30年，当然有它独到之处。

首先是坚持30年在海南原产地用新鲜椰肉鲜榨，做到“四

不加”（不加激素，不加香精，不加色素，不加防腐剂），保留了

椰子的天然风味和丰富营养。产品出厂前必须进行七天时间

的存放检验，出厂投放市场后进行质量追踪，确保卖到消费者

手中的都是安全放心的优质品。

第二是独有的专利技术。椰树集团历经数百次试验，攻

破了油水分离的技术难题，成功研制出椰树牌椰汁，从而掌握

了领先的专利技术。利用其独有的专利技术和先进设备、工

艺生产的椰汁产品，品质优良，能够长时间保质保鲜。

第三是质量制度健全，管理严格。椰树牌椰汁从选料到

进入生产流程，均使用科学方法。选用从成熟的椰子中剥取

的新鲜上好的椰肉，杜绝不合格的原料投入生产。严格实行

“三级质量管理”制度和重奖重罚规定，做到从椰子果破壳取

肉到投入生产的时间不超过1小时，保证椰子果肉的新鲜度，

保证产品的优良品质。

第四是风味天然、营养丰富。椰子全身都是宝，椰肉富含

蛋白质、葡萄糖、维生素B1、钾、钙、镁等等营养成份。使用专

利技术、选择新鲜椰肉榨汁生产的椰树牌椰汁，有效保留了椰

肉所含的营养成份，适合男女老少的营养补充需求。

早在1994年时，椰树牌椰汁就已经通过美国食品药物

管理局（FDA）认可检验所检验，证实符合国际食品安全标

准，使该产品成为中国当时进入美国市场为数不多的天然果

汁营养饮料。

椰树牌椰汁的好品质源于30年的坚持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5）龙执字第3094号执行
裁定书，本院将于2018年3月19日10时至2018年3月20日
10时止在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http://sf.taobao.com/0898/19)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
执行保证人梁沛真位于三亚市河西区凤凰路凯丰花园1号楼
706房以及该房所属的土地使用权【产权证号：三土房（2014）字

第13689号】。起拍价：1950000元，竞买保证金200000元。
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2018年3月5日9时起

至2018年3月16日16时止接受咨询（双休日除外）；有意竞买
者请于2018年3月20日10时前于淘宝网缴纳竞买保证金。

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费按国
家规定各自承担。

咨询电话：0898-66130025（司法技术室）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5436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二○一八年二月十二日

（2015）龙执字第3094号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月22日，2017-18克利伯环球
帆船赛船队将陆续抵达三亚。该项赛
事过半，三亚号在11艘赛船中总积分
暂时排名第一，并且拥有很大的领先
优势。在三亚号第四赛段大使船员
Marco眼中，三亚号能取得这样的成
绩，主要原因在于有一个“铁腕”船长
和一群敬业的船员。

Marco说，大海航行靠舵手，此次
是52岁的女船长Wendy第二次担任
克利伯环球帆船赛船长，上届比赛的经
验以及11次悉尼霍巴特帆船赛的参赛
经历是Wendy重要的法宝。作为船
长，Wendy的最大优点是争强好胜、永
不放弃。也正是这两个优点，让她能带
一帮业余水手一站一站硬拼下来。

在三亚号上，船长Wendy对船
员们的要求非常严格，任何错误的动

作都会引来船长的“指点”，船长的“河
东狮吼”令所有人畏惧。然而，正是这
种高压的训练方式，让三亚号的船员
们快速成长，在面对激烈竞争和恶劣
天气条件时能扛得住。

Marco说，去年7月至8月，三亚
号的船员们接受了克利伯组委会近一
个月的系统的训练。比赛开始后，大家
心情忐忑。不过，随着船员们经历过
大西洋、印度洋和南大洋近两万海里
的历练，技术与能力跟刚接受完训练
时的水平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这是实
打实在大风大浪中实践和锻炼出来
的。一半的全程船员成为三亚号船队
的核心。每个赛段的大使船员都不一
样，老船员们带领不同赛段的大使船员
快速熟悉操作、海上生活、融入团队，整
个船队的凝聚力很强。此外，三亚号还

拥有强大的媒体和岸队的支持。
本次比赛使用的都是Clipper70

统一船型，每站连及支索张力都由赛会
统一设定，看上去船只的因素对比赛结
果影响不大，但其实不然，你爱护船，
船就一定会爱护你。 Marco认为，在

“软件”方面，每支船队对船只、帆具及
其它器材的调校、维护和保养都不同。
例如，环球半圈后，三亚号的11套帆都
维护得很好，只有一号球帆在最后一个
赛段中有个比较大的撕裂。这意味着
船员要根据不同风力情况做各种换
帆、缩帆、升帆的操作。选择最适合的
帆组，发挥最大效率，减少对帆的损
坏。每个停靠站后，三亚号都要对帆
进行维护保养。
本报记者王黎刚 通讯员阎潇 赛领

（本报海口2月12日讯）

据新华社平昌2月12日电 13
日是中国军团在平昌冬奥会上第
一个真正的冲牌日。短道速滑女
子500米和单板滑雪女子U型场
地的选手们将力争捅破窗户纸。

短道速滑赛场再燃硝烟，13日将
决出女子500米金牌，中国队的范可
新是夺金热门之一。四年前的索契冬
奥会，进入半决赛的范可新在没有发
生碰撞的情况下意外摔倒，平昌冬奥
会无疑是她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

中国队三员女将范可新、曲春
雨和韩雨桐10日均顺利通过预赛。
13日的四分之一决赛，每组的前两

名进入半决赛。范可新和韩雨桐被
分在一组，同组的还有本赛季世界
杯上海站获得第五名的宾尼和俄奥
运选手索菲亚。世界排名第32位的
曲春雨和世界排名第二的崔敏静同
组，该组还有意大利人瓦莱斯皮娜
以及匈牙利选手贾扎帕蒂，她们的
世界排名都高于曲春雨，四分之一
决赛对曲春雨来说是场恶战。

女子500米一直是中国短道的强
项，从2002年冬奥会杨扬夺得冠军开
始，中国队已经连续4届冬奥会在该项
目上摘金，能否延续统治地位值得关注。

短道速滑当日还将进行男子

1000米和5000米接力的预赛，在
索契冬奥会上夺得接力季军的中
国男队将开始冲金之旅。

冰上看短道，雪上看单板。经
过12日的预赛，刘佳宇和蔡雪桐
顺利晋级单板滑雪女子U型场地
决赛。1992年出生的刘佳宇17岁
就拿到过世锦赛冠军。2010年在
温哥华，她首次参加冬奥会就获得
第四名，取得了中国选手迄今为止
在该项目中的最好成绩。索契冬奥
会失意仅获第九后，刘佳宇憋了一
股劲要在平昌取得突破。24岁的
蔡雪桐在索契冬奥会上位居第六。

中国军团见奖牌？

三亚号领跑克利伯环球帆船赛靠两大利器

2018高尔夫球女子中巡资格考试
赛万宁收杆

海南球手张玥获亚军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8高尔夫球女子中

巡资格考试赛2月9日在万宁神州高尔夫球会结
束。澳大利亚24岁女将塔妮亚打出208杆（67-
71-70），低于标准杆8杆，夺得冠军。海南16岁
的业余选手张玥表现出色，打出211杆（70-71-
70），低于标准杆5杆，获得第二名。

共有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89位选手参
赛。本次资格考试赛制将采用3轮54洞比杆赛，
排名位于前30位的球员（不含并列）将获得2018
年中国女子职业高尔夫球巡回赛的全卡。此次资
格考试的参赛阵容中近一半为业余球员，18岁以
下的选手也不在少数。

女子中巡资格考试赛自2011年设立，今年已
经进入第八届。自2013年加入世界积分组织后，
女子中巡赛就成为了亚太球员争取世界积分的主
要平台之一。

最终，获得女子中巡全卡的中国球手分别是
杜墨含（A）、张玥（A）、李耕姗（A）、周佳怡、王天
妤、冀怡帆（A）、刘依一（A）、张婧文（A）、石昱莉
（A）、秦敏（A）、袁赫汐（A）、杨嘉欣、尹雪以及9
位虽然没有进入前30位，但是两轮过后晋级的中
国选手。

NBA昨日战报
骑士121：99凯尔特人

火箭104：97独行侠

爵士115：96开拓者

森林狼111：106国王

雷霆110：92灰熊

步行者121：113尼克斯

刘国梁预言

张本智和将成
国乒最强对手

据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前中国乒乓球
队总教练刘国梁12日就月底即将在伦敦举行的
2018年乒乓球世界杯团体赛接受采访时表示，中
国队的实力目前依然是统治级的，但日本年仅14
岁的华裔小将张本智和需格外关注。

“张本智和将会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数，”刘
国梁说，“他在现有年龄段取得的成绩和他对乒乓
球的热爱，单纯从打球上来说，我们现在同年龄段
的球员跟他打，是没有优势的。”

1月下旬结束的全日本乒乓球锦标赛上，张
本智和二度击败九冠王水谷隼，首夺成年组全国
冠军。2月22日至25日即将在英国开赛的世界
杯团体赛上，状态正热的这名天才少年也被列入
日本男队出战名单。

这将是两年一届的世界杯团体赛的第11届
赛事，包括中国队在内的男女各12支球队已获得
参赛资格，届时12支队伍将通过抽签分为4组，
进行小组循环赛，各组前两名晋级淘汰赛。

“我们在这项运动里还是统治级的，只不过在
局部的场次和打法之间，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有
一些反复，但我依旧相信中国队能赢下这次世界
杯，”他信心满满地说，并表示“一点都不担心”德
国队的世界排名超过中国。

三亚号在航行中。

12日，刘佳宇在
女子U型场地预赛中
以87.75分的成绩晋
级决赛。

新华社发

今日看点

据新华社平昌2月12日电 12
日的平昌冬奥会赛场，中国女子单板
滑雪U型场地队的刘佳宇以预赛第
二名跻身决赛，有望实现该项奖牌零
的突破，而作为中国跳台滑雪历史上
第一位闯入冬奥会的女子运动员，常
馨月在女子标准台的比赛中完成历
史性一跳，最终在决赛中位列第20
名。

在奖牌榜上，德国（4金2铜）、荷
兰（3金2银2铜）和加拿大（2金4银
1铜）位居前三。亚洲代表团中，日
本在12日的女子速度滑冰1500米
比赛中收获一枚银牌，目前并列第
十。韩国依靠此前21岁新人林孝俊

在短道速滑男子1500米的金牌，在
奖牌榜并列第八。

中国军团在开赛以来还没有奖
牌入账，不过13日将迎来又一个冲
牌日，短道速滑女子500米和单板滑
雪女子U型场地的中国选手们将力
争捅破窗户纸。

12日的女子单板滑雪U型场地
预赛中，曾在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
获得第四、创造该项中国选手最好成
绩的刘佳宇，第一次试滑就凭借完美
的动作拿到87.75的高分。最终，她
依靠这个成绩以预赛第二名晋级13
日的决赛。在索契列第六的蔡雪桐
虽然两轮均有失误，但仍然以第六位

晋级决赛。中国队的另外两名选手
李爽和邱冷则无缘决赛。

经过三届冬奥会的磨砺，刘佳宇
说：“我希望这次能够有所突破，因为
好的成绩也能够推动这个项目的发
展。”

作为中国跳台滑雪历史上第一
位闯入冬奥会的女子运动员，常馨月
在12日的首轮资格赛中，一跃飞出
83米，最终以69.6分的成绩，排在第
26位顺利晋级决赛。在随后进行的
决赛中，第五个出场的常馨月再次跳
出84.5米的好成绩，一举拿下85.3
分。最终，她以总成绩154.9分在进
入决赛的30名选手中排名第20位，

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首次冬奥之旅。
12日共产生7块金牌，其中5块

来自雪上。德国选手达赫梅尔夺得
冬季两项女子10公里追逐冠军，这
是她在平昌夺得的第二枚金牌。

中国军团接近奖牌 常馨月首秀创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