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足协杯首轮战报
常州天山石化队1：2海南队

进球球员：常州队余智诚（第3分钟）
海南队刘海东（第5分钟）
胡扬扬（第34分钟）

本场最佳球员：张浩（海南足球队门将）

下轮对阵
海南足球队VS江西联盛

（注：海南队主场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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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南光中心项目建筑设计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南光中心项目位于滨海大道南侧，属《海口市长秀片区（A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B0101地块范围，规划用地性质为旅馆用地，容积率≤3.0，建
筑密度≤40%，建筑限高≤100米，绿地率≥25%。项目拟建1栋20层酒
店、2栋地上18层办公楼以及3栋1-4层配套商业用房，送审方案容积
率、建筑密度、绿地率等规划指标符合控规要求。为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
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予以规划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
（2018年3月19日至3月30日）。2、公示地点：海口城市规划网站（ghw.
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
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
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2056房海口市规划委员会规划建筑技术
审查处，邮编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
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1，联系人：陈兴。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3月19日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8年3月30日11:30在海口市琼山区白石溪大

道669号海南农垦东昌农场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公开拍卖：1、海口市
琼山区东昌农场场部雅昌花园第E栋E9房产，建筑面积181.25m2，参
考价30.7万元。2、海口市琼山区东昌农场场部雅昌花园第E栋E10
房产,建筑面积181.25m2，参考价30.7万元。3、海口市琼山区东昌农
场场部雅昌花园第E栋E11房产，建筑面积181.25m2，参考价30.7万
元。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3月29日止。报名时间：3月 30日
09：00-11：00，请携带①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委托他人竞买的需提
供授权委托书原件；②现金人民币4万元/套。

电话：68555961 18508955059
网址：www.hntianyue.com
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180319期）
尊敬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

根据国家和我省关于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资
格认证相关规定，全省于2018年3月1日至6月30日集中开展年
度领取基本养老金资格认证。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认证范围：2018年1月1日前办理退休手续、由我省各社
保经办机构支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离退休人员。

二、认证方式：根据个人情况选择以下一种认证方式：（一）网
上认证。自行登录以下任一互联网认证平台，根据网页提示进行
自助建模和认证（上网计算机需配摄像头）。http://www.xi-
yangle.com 或者 http：//202.100.251.117：5555。（二）机构认
证。离退休人员凭身份证、社保卡到省内各级社保经办机构、社
保经办机构授权的社区网点办理认证。（三）表格认证。不便进行
网上认证、机构认证的异地居住人员可表格认证。省外居住的人
员，本人可凭身份证、社保卡和《异地居住人员领取基本养老金资

格协助认证表》到居住地社保经办机构、乡镇（街道）、社区办理异
地居住协助认证手续；国（境）外居住的人员，可通过驻当地中国
使（领）馆，港（澳）地区工会联合会办理生存证明或领事认证。认
证结果须于6月30日前寄回所属养老保险待遇领取地社保经办
机构。（四）上门认证。具有高龄、病重、行动不便等特殊困难人
员，可由家属凭身份证复印件、医院疾病证明、村（居）委会证明向
居住地社区、社保经办机构申请预约上门认证服务。

三、结果处理。2018年6月30日前未做认证的人员，社保经
办机构将按有关规定暂停发放其基本养老金。涉嫌冒领、骗取养
老金的，将按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四、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0898-96377；65371010；65370946；65350360。

海南省社会保险事业局
2018年3月13日

海南省社会保险事业局关于2018年度领取养老金资格认证的通告

海南省公开发行政府债券
置换存量债务之债权申报公告

我单位2014年前之存量政府债务（含未回收的换地权益证书）
将通过海南省公开发行政府债券的方式予以置换。现请所有相关债
权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我单位进行债权登记，并签署
相关债券置换债务协议。如逾期未申报，则相关债务将不再计入地
方政府债务，各债权人名单如下：

长沙市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海南琼山建筑工程公司、湖南省
第二工程有限公司、浙江省龙泉市林业局、刘陆峰、中国人民银行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支行、中国人民银行白沙黎族自治县支行、海南方圆能
源交通开发有限公司、关闭海南发展银行清算组、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
司海口办事处、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中国银行琼海分行、中国建设银
行洋浦分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中国农业银行万宁市
支行、交通银行烟台分行、中国农业银行海口市南航支行、 三亚市吉
亚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国际招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滨达实业
开发公司、海南顺达实业公司、四川省泸州商业银行、白沙黎族自治县
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天津办事处。

联系人：沈先生，联系电话：13876461038。
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3月19日

我司(原名：海南中海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组后，公司名
下的两辆轿车（车牌号为琼A70809、琼A30820）的使用人离
开公司未归还车辆。现我司无法知晓上述两辆轿车的使用
人，且上述两辆轿车的车牌号码已被海口市车辆管理部门公
告牌证作废及达到报废标准。据此，声明如下：

琼A70809、琼A30820两辆轿车的牌证已作废并达到报
废标准，现上述车辆的使用人使用该轿车属非法使用，若因该
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或者引发其他法律纠纷，均由该车辆的使
用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与我司无关。

特此声明

声 明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3月19日

受委托，定于2018年3月28日10：00在我司拍卖厅公开

拍卖：海口市秀英区滨海大道245号蔚蓝海岸小住宅楼5层雅士

居510房【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406304号】，建筑面积

73.97m2，参考价96.2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

标的按现状拍卖，即日起现场预展。有意者请于2018年3

月27日12:00前缴纳竞买保证金并办理竞买手续。

公司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龙珠大厦第四层B座

电话：0898-66723114 13036099114

网址：www.hntbpm.com 微信公众号：“海南通宝拍卖”

海南通宝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80328期）

本报万城3月18日电（记者李
佳飞 通讯员卓琳植）3月18日，农历
二月初二“龙抬头”，2018中华龙舟大
赛（海南·万宁站）在万宁市和乐镇港
北港收官，36支龙舟队在5个组别中
展开200米、500米争金。

最终，乐从罗浮宫队、名门世家九
江队、上海海洋大学队分别在职业男
子组、男子精英组、青少年男子组夺
金。此外，东北电力大学队、温州大学
队、华中科技大学队在其它组别中夺
得冠军。

据悉，2018年新赛季，中华龙舟
大赛在赛程、组别、规则上再次进行改
革。赛事在取消职业女子组后，增设
男子精英组、公开混合组。职业男子
组作为唯一采用22人大龙舟的组别
由原来的18支队伍缩减为12支，赛
事在集中职业化同时，也向12人小龙
舟迈出新的一步。

中国龙舟协会相关负责人认为，

今年中华龙舟大赛的改革幅度较大，
总体目标有三点：一是赛制规则与国
际接轨，以适应奥运会的规范要求。
二是集中职业组，推动职业化龙舟技
术成长。三是将统招生与单招生、运
动员划分，鼓励更多普通院校参与到
龙舟赛事中。

从2012年至今，万宁已连续7年
举办中华龙舟大赛，从打造龙舟小镇
到如今周边基础设施完善，围绕赛事
的蓝图已逐步成为现实。“龙舟能改变
一个城镇，更重要的是龙舟传统文化
能为地方经济建设和老百姓服务。我
相信在龙舟带动地方发展的同时，全
国各地都能享受到龙舟带来的快乐。”
这名负责人说。

2018中华龙舟大赛万宁站收官
今年大赛在赛程、组别、规则上进行了改革

海口举行
青少年围棋趣味赛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记者计思佳）2018海
口青少年围棋趣味赛今天上午在海口白沙门公园
举行，196名小选手身着汉服在草坪上进行围棋
对弈。经过两轮角逐，50名小棋手获得本次比赛
一等奖。

据了解，此次围棋趣味赛有196名小棋手参
加，均为15岁以下的少年棋手。比赛采用业余围
棋两连赛的竞赛方式，旨在吸引更多的孩子参加到
围棋活动中来。一等奖选手龙毅说，他已经参加过
好几次趣味赛，取胜的关键在于平时练好基本功，
下得稳一点、扎实一点，想好后面要走的每一步。

本报文城3月18日电（记者张
期望 通讯员王先伟）2017-2018年
中国排球超级联赛半决赛八一男排
迎战北京男排第三回合的比赛，今天
在文昌体育馆开打。最终，八一男排
以2∶3憾负北京男排。在半决赛中，
八一男排连输3场，无缘本届男排超
级联赛的总决赛。

25∶20，北京男排首先拿下第一
局比赛。

第二局比赛，八一男排连续失
误，北京队以21∶18领先八一队。随
着扣球得分，北京男排以25∶22拿下
第二局比赛。

第三局比赛，双方一度打成10∶
10平。八一男排一记漂亮的发球得
分，以16∶13暂时领先对手。随后，
两队战成24∶24。最后一球，八一男
排抓住北京队失误，27∶25艰难地拿
下第三局。

第四局比赛，八一男排在文昌球
迷的助威下，连连得分，23∶19领先
对手。在关键时刻，北京男排发球失
误，八一队25∶23再追回一局。

第五局比赛，双方开局打成2∶2
平。随后，北京男排抓住机会扩大比
分至12∶9。八一男排奋力将比分追
至12∶13。随着扣球得分，北京男排
最终15∶12拿下关键第五局，以总比
分3∶2战胜八一男排。

中国排球超级联赛半决赛总比分0∶3负于北京队

八一男排无缘总决赛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经过近一个月的冬训，辽宁青
少年足球队近日离开海口。在临行
前，该队主教练、前国脚黄崇认为，
尽管海南的青少年足球训练起步较
晚，但随着青训体系的搭建，足球基
地的陆续建成，海南的青训足球前
景广阔。

辽宁青少年足球队一行 30 多
人，在海南省足协裕东青少年足球训
练基地冬训。该队球员均为14岁，
他们3年后将代表辽宁参加全运会
足球预赛。在海南冬训期间，辽宁队
和海南两支14岁组的球队进行了两
场教学赛，结果一胜一负。黄崇对海
南成年足球并不陌生，去年初他任海
南博盈队的助理教练，去年下半年，
他短暂执教万宁队，并帮助该队赢得
了海南省足协杯比赛的冠军。黄崇
说，通过两场比赛的观察，他感觉海
南青少年球员速度快，有一定的技术
基础，但比赛经验不足。最近两年海
南青少年足球队陆续出现在国内赛
场上，但这还不够。青少年球员在成
长期除了打磨技术外，还要多参加比

赛，让球员在实战中成长。
辽宁青少年足球队在省足协裕

东基地冬训期间，恰逢海南校园足
球冬令营也在此进行。观看了海南
100多名校园足球苗子的训练和比
赛后，黄崇认为，海南抓青训足球的
路子定对了。海南足球水平想要提
高，在国内有一席之地，就必须扎扎
实实地培养青少年。

黄崇对海南省足协裕东青少年
足球训练基地的硬件设施赞不绝
口。他说，裕东基地的两块天然草坪
球场很平整，在沈阳，青少年球员很
少在平整的天然草坪上踢球，大都在
人工草坪上踢球。青少年球员长期
在人造草坪上踢球，会对膝关节造成
伤害。海南的青少年球员真的很幸
福，能在这么好的场地上训练比赛。

今年，裕东基地还将再建成4块
标准的天然草坪足球场。黄崇说，一
旦裕东基地有6块标准场地，一定会
吸引辽宁等地的青少年球队来冬
训。海南的青少年球队也可借此机
会多和省外的球队交手，提高技战术
水平，增加比赛经验。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

辽宁青少年队主帅、前国脚黄崇：

海南青训足球前景广阔
新华社海口3月18日电（记者

代超 李强）国际奥委会委员、前美国
冰球运动员安吉拉·鲁杰罗18日作
为嘉宾出席了在海口举行的第二届
世界电子竞技运动会（WESG）全球
总决赛。她表示，国际奥委会正在讨
论、考虑未来将电竞纳入奥运会。

鲁杰罗表示，当下的电竞正在
积极向奥运会靠拢，国际奥委会也
正在讨论、考虑未来将电竞纳入奥
运会，而在此之前，还有很多工作需
要去做。

“首先就是实现性别平等，然后
考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办一个电
竞比赛，再者就是选择什么样的项
目进入电竞比赛。”她说，“阿里体育
这次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有这么
多选手来自不同国家（地区），不同
性别，代表自己的国家（地区）队在
这里同台竞争，这就是奥林匹克精
神的体现。”

对于此次赛事增设了女子组别，
她也表示了赞赏。“很佩服这次能有
女子选手参赛，这对电竞的发展是非
常重要的一步。”

“WESG给女子选手提供这个
机会我很高兴，特别是WESG正在
向奥运看齐，电竞如果要作为奥运项
目，性别平等非常重要。需要更多的
赛事和平台像WESG一样推广女子
比赛，让女子选手们有机会参加更多
项目。”她说。

鲁杰罗坦言自己很看好电竞的
前景。“电子竞技是全球的，不仅仅是
国际奥委会，整个世界都在关注，还
有人在深入学习这个专业。”她说这
次来到中国也是要了解中国的电竞
产业，她自己的公司也在聚焦电竞。

另外，她表示赞同国际奥委会主
席巴赫此前的看法，暴力游戏不能进
入奥运。

“我们对电子竞技进入奥运非常
严格，比如FPS类游戏（第一人称射
击类游戏）就很难让电竞真正变成一
个奥运项目，电子竞技需要一些体现
友谊、卓越和尊重的、能令奥运更加
多元化的项目。”

而对于玩电竞是否会让人沉迷，
是否会产生不良影响，她表示，任何
传统体育运动员也都一样，对于一项

运动都要“沉迷”其中，非常专注才
行。“要专注于饮食，专注于训练，专
注于作息、如何准备大型赛事、如何
康复、如何放松……这些因素都关系
到你的成功。如果这些都能考虑到
并且做到，就不是‘沉迷’了。他们会
成为一个真正的运动员。”

作为曾经的金牌选手，鲁杰罗评
价说，现在的电竞选手表现已经很成
功了。她鼓励运动员继续努力训练，
因为这一点对于国际奥委会来说非
常重要。

“比赛成绩和训练方式等等考虑
因素都要达到奥运规格，这对电子竞
技的规范化非常重要，有助于让电竞
真正变成奥运项目。”

国际奥委会委员：

正在讨论电竞进入奥运会

山东127：104江苏

（总比分山东3：0晋级半决赛）

浙江101：89深圳

（总比分浙江2：1领先）

CBA季后赛八强赛战报

首届环海南岛皮划艇
挑战赛开赛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记者王黎刚）2018首
届环海南岛皮划艇挑战赛今天上午在始发站海口
鸣笛开赛。

本届大赛由海口市文体局支持举办，是海口
市皮划艇协会重点打造的精品水上赛事。主办方
从来自全国各地的皮划艇选手中选出6名精英运
动员参赛，将围绕海口、澄迈、临高、儋州、昌江、东
方、乐东、三亚、陵水、万宁、琼海、文昌等12个沿
海城市21个比赛站点，展开为期30天的环岛活
动，赛程全程约480海里。

主办方表示，希望这项阳光健康的体验旅游+
运动的水上体育活动更好地促进竞技体育和群众
体育的发展，锻炼并培养优秀体育运动人才，促进
公开水域水上运动项目的深入普及和广泛开展。

此次赛事由海南渔歌文体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主办，海南省铁三角皮划艇运动俱乐部承办。

石宇奇击败林丹
首次赢得全英公开赛男单冠军

据新华社伯明翰3月18日电（记者王子江）
中国选手石宇奇18日在全英羽毛球公开赛男单
决赛中，以2∶1击败曾6次夺冠的林丹，首次赢得
这项大赛的冠军。

22岁的石宇奇也成为10年来第四位赢得全
英公开赛男单冠军的球员。石宇奇是中国队近年
崛起的希望之星。当天他与今年将满35岁的林
丹打得非常艰苦，两人首局比赛一开始处于胶着
状态，但打成12∶12后，石宇奇开始领先，最多时
将优势拉大到16∶13和19∶16，林丹强力追赶，将
差距缩小到15∶16和19∶20，但石宇奇关键时刻
跳起正手斜线攻击得手，以21∶19拿下首局。

第二局同样紧张激烈，石宇奇短暂领先后，林
丹反击以10∶8反超，石宇奇很快将比分追成11∶11，
随后比分5次变成平局，石宇奇失误增多，林丹以
21∶16拿下第二局。决胜局林丹明显体力下降，
无力发动进攻，石宇奇攻势不减，很快以21∶9获
胜，结束了这场长达74分钟的争夺。

中国队选手参加的另外一个决赛项目是混
双，郑思维/黄雅琼在以21∶15拿下首局后，被日
本组合渡边勇大/东野有纱以22∶20和21∶16连
扳两局，无缘冠军。

女单决赛中，中国台北选手戴资颖以22∶20
和21∶13击败日本的山口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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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日，图为选手在2018中华
龙舟大赛（海南·万宁站）中奋力划桨。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