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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遗失声明
●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海口工电段不慎遗失注册号为

460100000060032的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和公章一枚，声
明作废。

●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海口车务段不慎遗失注册号为
460100000064817的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海口机辆段不慎遗失注册号为
4601001001729的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和公章一枚，声明作
废。

●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轮渡运输段不慎遗失注册号为
460100000032568的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和公章一枚，声明
作废。

●粤海铁路海口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
明作废。

《琼海市嘉积城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B-01-05-01地块规划条件修改的公示

《琼海市嘉积城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B-01-05-01地块规划条
件修改的技术论证报告已编制完成，用地位于嘉积镇金海北路西侧，新
海路北侧。用地面积为19424m2。现拟修改用地规划性质和规划条
件。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与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
示。1、公示时间：30个工作日（3月29日至5月11日）。2、公示地点：琼
海市规划委员会（http://xxgk.hainan.gov.cn/qhxxgk/ghw/）、海
南日报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2671973141@qq.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管
理组；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北路琼海市规划委员会；邮编：571400。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见。为确保
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便于我委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
方式。4、咨询电话：0898-36869726，联系人：孙先生。

琼海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3月28日

海口顺如源贸易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051071482，法
定代表人：何庆荣)：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
员，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
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检查通知
书》（琼国税二稽检通一〔2018〕15号）、《税务事项通知书》（琼国
税二稽通〔2018〕9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
送达。

《税务检查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
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陈运官、陈维等人，自2018年
3月6日起对你公司自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
涉税情况进行检查。

《税务事项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
收管理法》第五十六条规定，请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3日
内向我局提供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的账簿、
会计凭证及其他纳税资料。逾期不提供，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处理。

联系人：陈运官、陈维
联系电话：（0898）66791307/66790537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

二稽查局
特此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2018年3月26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二稽告〔2018〕11号

现受委托，定于2018年4月25日上午10时在本公司拍卖厅公

开拍卖：临高县金牌经济开发区疏港大道西侧使用面积46679平方

米的国有工业用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以上标的物及标的物上的

附着物整体按现状拍卖，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参考价

2300万元。竞买保证金300万元。

收取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美林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工行海

口世贸支行；账号：2201060019200037517。

标的展示时间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8年4月

24日止，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4月24日下午17时之前缴纳竞买

保证金并来我司办理竞买手续。

地址：海口市金贸西路15号环海大厦公寓楼二单元15层15B

房

电话：68570895 18976211911

美林拍卖公司拍卖公告

乐东林菁华开发有限公司：
你公司于2002年9月取得位于长坡镇烟塘开发区、面积为

6935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该宗地用途为商住用地，土地
证号为海国用（2002）字第1348号。由于你公司自2002年9月
取得土地使用权后至今未动工建设，也未向原市规建局申请规
划报建，已构成土地闲置，闲置时间已超过两年。现根据《闲置
土地处置办法》第十四条第二款及《海南省闲置土地认定和处置
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作出如下决定：

一、无偿收回你公司名下位于长坡镇烟塘开发区、面积为
6935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并注销海国用（2002）字第
134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二、请你公司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到琼海市国土
资源局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注销登记手续，并交回海国用
（2002）字第134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
依法向海南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
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本决定不停止执行。逾期既不
申请复议又不起诉，也不履行行政处罚的，我市将根据《闲置土
地处置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直接公告注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登记和土地权利证书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琼海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琼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无偿收回乐东
林菁华开发有限公司名下海国用（2002）
字第1348号土地使用权的决定》的公告

琼海市人民政府
2018年3月29日

“碧桂园杯”2018海帆赛

大侃台

经过近50个小时的艰苦航行，
碧桂园凤凰通号、升洋号和汕头体
校号等大帆船先后抵达海口。在三
亚至海口（西线）近300海里的航行
中，众多船队一直在与风“较劲”。

夜航无风区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说，IRC1-
3组21艘帆船26日上午从三亚出
发后，从27日凌晨2时开始，陆续
在1标附近遭遇无风区，缓慢前进，
所幸没有遇上太强的海流，没有出
现去年大量船队为了防止“倒退”
而抛锚的一幕。汕头市体校诺莱
仕帆船队、升洋队两支领先船队选

择向外跑，无奈风力更弱，被大连
佳海游艇帆船队等选择靠内保守
航线的船队赶上。

IRC1组的三亚号-老男孩梦之
队选择跟随战术，原先领先的陵水号-
青岛船歌队深陷无风区，一晚下来被
多艘帆船赶超。IRC2组的大连佳海
游艇帆船队表现出色，一度领跑全场。

找风之旅

27日上午9点左右，海岸附近

出现了片片乌云，并向海面“蔓
延”，半小时后，下起毛毛雨。雨云
增加了海面风力，碧桂园凤凰通号
的船速提升至6节-8节，船员们欢
呼庆祝。

看到近岸的风更为有利，原
本选择向外跑的升洋队、三亚
号-老男孩梦之队、中帆航海-万
宁号、宏源队都选择调转船头，
向东北转向。IRC13 组中船只最
小的 Double Dutch 队仅有两名
荷兰船员，船长马丁有多次环海

南岛的经验，他所选择的近岸航
线也为“两位荷兰人”争取到了有
利地位。

27日12时27分，大连佳海游
艇帆船队率先绕过 2 标，进入琼
州海峡，速度达到 8 节左右。下
午 4 时左右，船队已分化为两大

“阵营”。

最艰难一夜

27日晚的夜航让不少船队吃

了苦头。由于琼州海峡的航道较为
密集，船队要在黑夜的快速航行中
避开渔网、渔船。这时碧桂园凤凰
通号、升洋号和汕头体校号航行在
第一方阵。

28 日凌晨 3 时 37 分，碧桂
园凤凰通号以 9 节的速度迎风
冲过第四标点，顺利完成了从
三亚到海口 300 海里的行程，用
了不到 42 小时。过了 3 标奔 4
标的航行，船队们像自动进入
冲刺阶段，而碧桂园凤凰通号
在这最后一段航行只用了 5 个
多小时。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3月28日讯）

海帆赛船队与风“较劲”

海帆赛参赛水手在操纵船帆。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本报海口3月28日讯（记者王
黎刚）“碧桂园杯”2018第九届环海
南岛国际大帆船赛三亚-海口（环
西）拉力赛，今晨迎来第一支冲线船
队。截至记者发稿时（18：00），已有
13艘帆船冲过终点，完成了海帆赛
最为艰难的赛段。

碧桂园凤凰通号是IRC1组船
队中首艘冲线的赛船，紧随其后的
是汕头市体育运动学校诺莱仕帆船
队。但换算系数后，三亚号-老男孩
梦之队以微弱优势超过海口号-同

济EMBA蓝鲨帆船队，成为本赛段
冠军。这两支船队比赛用时差距只
有1分8秒。升洋队获得IRC1组别
季军。

碧桂园凤凰通号船长Matth-
ias Berger 说：“我们这支新组建
的队伍在两天的远航中配合越来
越默契，船速也赶了上来，希望在
下一段海口-三亚赛段中能率先
冲过终点。”

IRC2 组比赛中，大连佳海游
艇帆船队率先冲过终点线。船长

李庆玉说：“我们并不需要冒险离
开中间航道去找风，所以选择了
更保守的航线。风如果有变，选
择中间航线便于随时调 整。”截
至发稿时，该组别其余4艘帆船仍
在航行中。

在IRC3组中，游牧虎队率先冲
过终点，他们选择的近岸航线为船
队争取了优势，换算系数后也成为
本组别冠军。深圳的华洋（双环铂）
帆友会、倍易基金亚太航海队分获
亚军和季军。

“环西”三亚－海口拉力赛结束

老男孩梦之队获IRC1组冠军

■ 阿成

北京时间3月28日凌晨，巴西队
在国际足球热身赛中客场 1：0 击败
德国队，终结了德国队自 2016 年欧
洲杯以来22场国际比赛不败（16胜6
平）的纪录，报了在巴西世界杯半决
赛中 1：7 惨败给对手的一箭之仇。
这场世界排名前两位国家队的巅峰
碰撞，本是这个国家队比赛日最令人
关注的焦点大战。但赛后，获胜的巴
西队“不幸”被其南美洲宿敌阿根廷
队“抢了头条”，在几乎同时进行的另
一场比赛中，阿根廷以1：6惨败给西
班牙，以一场耻辱性的失利，成为这

个国家队比赛日的最大新闻。
1：6惨败，追平了阿根廷队历史

上最大比分输球的纪录，此前这个比
分出现过两次。要不是西班牙队大
比分领先后进球兴趣大减，比分恐怕
还会扩大，这支阿根廷队会“独霸”这
项耻辱的纪录。

阿根廷队不仅抢了巴西队的头
条，还让中国球迷联想起国足几天前
在中国杯上0：6惨败给威尔士，一战
丢 6 球，世界劲旅也向中国队“看
齐”。人们说本届中国杯最大的收获
是帮助中国足球认清了自己与欧洲
球队的真实差距，那么西班牙与阿根
廷之战，则让阿根廷队认识到自己与
世界杯冠军还很远。

让阿根廷队球迷“聊以自慰”的
是，此战梅西因伤缺阵。还没打出“大

王”，或许让阿根廷球迷尚存幻想，但
此战惨败，则让梅西的世界杯之旅蒙
上阴影。当阿根廷被打进第6球时，看
台上的梅西脸色铁青提前离场。俄罗
斯世界杯很可能是梅西的最后一届世
界杯，如此阿根廷队，很可能让梅球王
追逐大力神杯的最后希望也破灭。

阿根廷惨败，人们想起梅西。巴
西连续赢球，人们似乎“忘了”内马
尔。这两个国家队比赛日，内马尔养
伤缺阵，但并不耽误巴西连胜俄罗斯
和德国。内马尔当然还是巴西队的
头牌，但如今的巴西队已没有了“内
马尔依赖症”。巴西新帅蒂特上任
后，用一场场胜利诠释着“整体大于
球星”的道理。而摆脱不掉“梅西依
赖症”的阿根廷队，则用惨败让人们
对整体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理会。

阿根廷队抢了巴西队的头条

⬅ 北京时间3月28日凌晨，在
西班牙马德里进行的国际足球友谊赛
中，西班牙队以6：1大胜阿根廷队。
图为西班牙队球员伊斯科（右二）进球
后庆祝。 新华社发

西班牙6：1阿根廷

德国0：1巴西

英格兰1：1意大利

俄罗斯1：3法国

波兰3：2韩国

日本1：2乌克兰

比利时4：0沙特

国际足球热身赛战报

CBA半决赛首战

广厦128：118胜山东
3 月 28 日晚，CBA半决赛开战。在首场

比赛中，浙江广厦队主场以128：118战胜山东
高速队。图为广厦队外援博洛西斯（左）庆祝
得分。 新华社发

CBA半决赛辽宁VS广东今晚开战

广东首发强 辽宁板凳厚
3月29日晚，CBA半决赛辽宁VS广东的系

列赛开战。半决赛为七场四胜制，常规赛排名第
二的辽宁队有多一个主场的优势。首战辽宁队坐
镇主场。

两队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均以3：1胜出，不过
辽宁队的晋级过程要艰难得多，他们与北京队的
4场比赛几乎场场都是恶战，3场比赛最终分差不
超过4分。广东队轻松淘汰了卫冕冠军新疆队，4
场比赛中有3场是大比分获胜。

对比两队的实力，优劣较为分明。广东队首
发阵容强大，而辽宁队板凳实力雄厚。旧将斯隆
的回归，补齐了广东队一直吃亏的小外援短板，在
外援实力上，广东队不见得吃亏。易建联是广东
队中的绝对强点，与之对位的是辽宁队中锋韩德
君。韩德君手部伤势仍然没有痊愈，需要内线队
友分担压力，合力看防阿联。

广东队后卫赵睿进步很大，四分之一决赛场
均得到17.3分，成为广东队轻松晋级的大功臣，
他与郭艾伦的对位不见得吃亏。此外，周鹏也是
广东队的强点。而在只限一个外援出场的时间
里，广东队的另一个内线任骏飞恐怕要弱一些。

广东队首发阵容强大，但替补阵容则有捉襟见
肘之感，通常只进行7人轮换。辽宁队则兵多将广
能上场打球的人多，即使一两名主力球员发挥不佳，
总有其他球员站出来发挥作用。这组对决双方各有
所长，胜负的关键在谁能扬长避短。而谁能夺取首
战的胜利，就能掌握系列赛的主动。 ■ 林永成

据新华社南京3月28日电（记
者王恒志）江苏苏宁足球俱乐部28日
官方宣布，经双方友好协商，意大利名
帅法比奥·卡佩罗不再担任江苏苏宁
易购队主教练一职，罗马尼亚籍教练
奥拉罗尤自即日起担任球队主帅。

卡佩罗2017年6月入主苏宁，当
时苏宁亚冠出局，联赛中更是深陷保级
圈，不过卡佩罗的到来也没能让球队的
成绩迅速好转，最终苏宁以第12名的
成绩保级成功。本赛季卡佩罗大力启
用U23小将，在联赛前三轮球队仅有两
名外援可以出战的情况下，取得1胜2
负的成绩，小将黄紫昌成为一大亮点。

27日网络忽然曝出卡佩罗已经
确定离任的消息，但俱乐部方面并未

发声。记者28日从俱乐部了解到，卡
佩罗在联赛间隙期因个人原因主动提
出辞呈，最终俱乐部同意了卡佩罗的
辞呈，双方合约提前终止，卡佩罗不再
担任苏宁主帅。据了解，卡佩罗此前
已多次提出辞呈，苏宁一直希望能留
住意大利人，但71岁的老帅显然去意
已决，最终双方和平分手。

苏宁同时宣布，48岁的奥拉罗尤
将接任卡佩罗的主帅一职，奥拉罗尤
有着丰富的亚洲执教经验，从2005年
至2017年，他先后执教过沙特豪门阿
尔希拉尔、卡塔尔豪门阿尔萨德、阿联
酋霸主阿尔艾因，以及迪拜阿尔阿赫
利，同时他还兼任过沙特国家队主教
练。奥拉罗尤27日已经抵达南京。

苏宁宣布卡佩罗离任
罗马尼亚籍教练奥拉罗尤继任

三亚篮球锦标赛开赛
本报三亚3月28日电（记者林诗婷）2018年

三亚市“亚特兰蒂斯杯”篮球锦标赛日前在海南热
带海洋学院拉开战幕，来自该市单位、企业、高校
的16支队伍参赛。

据悉，此次比赛将持续到3月31日。比赛包
括分组循环赛、交叉淘汰赛，将通过多轮比拼，决
出前四名。本次比赛由三亚市文体局、海棠区人
民政府主办，三亚·亚特兰蒂斯酒店冠名，三亚市
篮球协会、三亚欢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三亚欢动
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火箭118：86公牛

勇士81：92步行者

骑士79：98热火

马刺106：116奇才

猛龙114：110掘金

开拓者107：103鹈鹕

国王97：103独行侠

快船105：98雄鹿

据新华社柏林3月27日电 中国
国际象棋协会消息，历经双循环14
轮比赛的争夺，2018国际象棋世界
冠军候选人赛27日在德国柏林落下
帷幕，美国名将卡鲁阿纳以9分积分
成为八人中最终的获胜者，中国棋手
丁立人13平1胜保持不败积7.5分位
列第四。

在13轮之后与卡尔亚金同积7.5
分的阿塞拜疆棋手马梅季亚洛夫在该
轮弈和俄罗斯棋手克拉姆尼克，因此
以8分暂列榜首的卡鲁阿纳只要一场

平局就可保证本次比赛的最终胜利，
在与俄罗斯棋手格里修克的对局中，
他鏖战69回合以一场胜利为自己本
次候选人赛画上圆满句号，也以9分
的积分获得挑战现任棋王卡尔森的资
格。马梅季亚洛夫与卡尔亚金同积8
分，分列第二名和第三名。

本届比赛争夺激烈，倒数第二轮
过后前四名也只有一场比赛的分差。
丁立人末轮执黑战平俄罗斯名将卡尔
亚金，各自收获0.5分。最终丁立人以
13平1胜保持不败积7.5分位列第四。

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候选人赛收兵

卡鲁阿纳获胜 丁立人列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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