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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省定安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琼9021执恢31号

本院在执行定安国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海南东方高排风力发
电有限公司与冠生园国信(海南)绿色食品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二案
中，所查封的被执行人冠生园国信(海南)绿色食品有限公司的财产有，
1、位于海南省定安县定城镇塔岭新区塔南路北侧(定城镇塔岭开发区
中部)定国用(2000)字第6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30505.63m2国有
土地使用权及该土地上的房产，(1)、职工宿舍(一层)[房权证号为:定城
镇字第0003530，建筑面积:313.40m2];(2)、单身宿舍(五层)[房权证号
为:定城镇字第0003529，建筑面积:1556.58m2];(3)、动力房(一层)[房
权证号为:定城镇字第0003527，建筑面积:404.40m2];(4)、厂房(一层)
[房权证号为:定城镇字第0003528，建筑面积:3639.06m2]。2、安装在
其厂房内的生产设备(机械设备)。凡对上述财产持有异议者，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并附有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
依法处置。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 63833855。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2017)琼01破2-2号
本院根据深圳市年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8月

7日裁定受理海南恒运鑫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7年12月28日指定海南泽田律师事务所为海南恒运鑫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管理人。海南恒运鑫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

年3月30日前,向海南恒运鑫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海

口市国贸北路18号德派斯大厦c座19-20层;联系人:刘晰;电话：

13907585578,0898-36613001,传真：0898-36613033)申报债权。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

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

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海南恒运鑫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海南

恒运鑫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7月16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召开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

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年12月28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 告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论证通过，我委拟按程序修改《海南
文昌铜鼓岭国际生态旅游区淇水湾片区（西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A-15地块的规划指标。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现

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18年3月30日至2018年4月28日）。
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sghwyh@

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开发区市政府大院西
副楼一楼文昌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编制室，邮政编码：571339；（3）意
见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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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128，联系人：林莉娴。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关于《〈海南文昌铜鼓岭国际生态旅游区
淇水湾片区（西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A-15地块规划修改论证报告》公示启事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3月30日

招标公告
1、项目名称：三亚鲁能红塘湾旅游度假区E-15地块高低压供配

电工程施工招标公告;2、招标人：海南三亚湾新城开发有限公司;3、
招标代理人：三亚标诚建设工程招标代理咨询有限公司;4、建设地
点：天涯区红塘湾旅游度假区;5、工程规模：三亚鲁能红塘湾旅游度
假区E-15地块用地面积28508.05m2，建筑面积50517.33m2，共9栋
楼，1-7号楼为7栋11层的住宅，8号楼为1栋2层的会所，9号楼为1
栋3层幼儿园。本次招标内容：包括工程委托设计、供电报装、10kV高
压外线、高压真空开关、电缆沟设备基础、电气照明、配电房内高低压
配电设备、装置性材料按照清单品牌型号购置及安装等所有工作内
容；具体按三亚供电局报装审批方案及三亚欣城电力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设计的图纸（XCSY17-220-0100 10kV电源外线XCSY17-
220-0200配电站）及专业规范实施工程安装、检测、调试、培训；协调
供电部门进行验收、送电；并实施保修服务等。招标控制价：
3476637.39元人民币。计划工期：60日历天。6、申请人资格要求：具
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或输变电工程
专业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的国内企业，同时具备国家电力监管委员
会核发的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承装类五级及以上或承修类
五级及以上），项目经理须具备机电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
执业资格。7、项目报名及发售招标文件：于2018年3月30日至4月3
日(法定节假日除外)在三亚市河西路金河公寓A座七楼报名及购买
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元，售后不退。报名时须由拟委派的
项目经理及技术负责人（具有机电工程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的工程
师）持身份证到现场报名，携带并提交以下证件与资料：法人代表授
权委托书、建造师注册证，技术负责人职称证、营业执照（副本）、资质
证书（副本）、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副本）、建设工程施工安
全生产许可证、拟投入本项目的管理机构人员（施工员、安全员、资料
员、标准员各1名）的岗位证书及身份证、以及以上人员近三个月（2017
年12月-2018年2月）的社保证明。【以上资料须提供原件核对、并收
加盖公章的复印件两份，所有资料必须整理成册，封面写有“（项目名
称）招标投标报名资料”和投标单位全称（盖公章）】。8、具体要求详见
《中国采购与招标网》。9、联系人：李先生，电话：0898-88275788

2018年3月30日

海南省民政厅关于开展社会团体、民办
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年度检查的通告

根据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
记管理暂行条例》和《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凡是2017年6
月1日前在我省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
业单位，凡12月前登记设立的基金会，请持《社会团体法人登记
证书》（副本）、《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副本）和《基金会法
人登记证书》（副本）以及相关材料，于2018年5月31日前到所
登记的民政部门办理年度检查，逾期不参加年度检查的，将按有
关规定予以处理。

省级社会组织领取和提交年度工作报告书地址为：海口市
海府路59号海南省民政厅社会组织管理局办公室，联系电话：
65358551，联系人：张应军。

海南省民政厅
2018年3月30日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公告

（2017）琼0106执5164号
海南蒲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海南龙浴温泉度假村有限公司、宋
三珍、何忠祥：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中国农业银行海口海秀支行与被执
行人海南蒲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海南龙浴温泉度假村有限公
司、宋三珍、何忠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因你们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中兴华房（鉴）字【2018】第01022号《房地产价值鉴定报
告书》，鉴定结果为：海南龙浴温泉度假村有限公司名下十处房产
（不动产权证号澄房权证老城公字第4328、4367、4373、4374、
4377、4378、4379、4381、4383、4384）在鉴定时点2018年3月14
日的鉴定价值为人民币4082.48万元（肆仟零捌拾贰万肆仟捌佰
元整）。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二0一八年三月二十日

联系人：张子刚法官 电话：0898-66756879

海南天都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由我司对需变现财产：位于海口市金盘工业区金花路38-8

号(独幢)不动产所有权，实际使用宗地总面积约600多平方米，实际使用
建筑总面积约800多平方米，其中已办理不动产权登记的面积为【琼
（2017）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27113号，共有宗地面积：366.50m2，房屋
建筑面积717.71m2）】进行公开拍卖。参考价：980万元，竞买保证金：100
万元。现将拍卖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8年4月15日10:00；
2、拍卖地点：海口市龙昆南路136号禧龙国际大厦11楼拍卖大厅；3、标
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8 年4月14日17:00止，
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8年4月13日
17:00前到账为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天都拍卖有限公
司；开户行：工商银行海口海师支行；账号：2201003619200063955；6、
缴款用途处须填明：海口市金盘工业区金花路38-8号(独幢)不动产所有
权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1）标的按现
状净价拍卖；（2）过户的税、费由买受人承担。拍卖机构电话：0898-
31351111 18889996371 13976607529

(2017)琼01破2-1号
吴红妹:

本院根据申请人深圳市年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
年8月7日裁定受理海南恒运鑫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2017年12月28日指定海南泽田律师事务所为海南恒运鑫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管理人。由于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琼
01破2-1号通知书。从即日起至破产清算程序终结之日,你应当承担
下列义务:一、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
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
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二、自案件受理之日起停止清偿
债务。三、自本院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送达之日起至破产程序终结之
日,你公司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人员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承担下列
义务:1、妥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2、
根据人民法院、管理人的要求进行工作,并如实回答询问；3、列席债权
人会议并如实回答债权人的询问;4、未经人民法院许可,不得离开住
所地;5、不得新任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四、管理人接
管时,法定代表人应向管理人办理移交手续,并答复有关财产及业务
的询问。五、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8年7月16日上午9时于本院
第五审判庭召开,你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财务管理人员必须准时参加。

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年12月28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招标公告
1、项目名称：鲁能三亚湾美丽五区5、6号地块高低压供配电工程

施工招标公告
2、招标人：海南三亚湾新城开发有限公司
3、招标代理人：三亚标诚建设工程招标代理咨询有限公司
4、建设地点：三亚市三亚湾海坡
5、工程规模：该工程项目包含两个地块，美丽五区5号地块包括7

栋17-18层住宅，共809户，总建筑面积95303.42m2，计容建筑面积
74999.71m2，建筑高度最高67.35米，停车位814个。美丽五区6号地
块包括3栋17-18层住宅，共409户，总建筑面积48279.17m2，计容建
筑面积37796.01m2，建筑高度最高66.85米,停车位346个。

本次招标内容：包括美丽五区5、6号地块高低压供配电工程的委
托设计、供电报装、10kV高压外线、开闭所高压间隔、电缆沟设备基
础、电气照明、配电房内高低压配电设备、装置性材料按照清单品牌型
号购置及安装等所有工作内容；具体按三亚供电局报装审批方案及三
亚欣城电力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设计的图纸（XCSY17-191-0100美丽
五区5、6号地块供配电工程—10kV电源外线、XCSY17-191-0200
美丽五区5、6号地块供配电工程—配电站、XCSY17-049-0203美丽
五区人防配电）及专业规范实施工程安装、检测、调试、培训；协调供电
部门进行验收、送电；并实施保修服务等。

招标控制价：8888621.11元人民币。
计划工期：60日历天。
6、申请人资格要求：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

叁级及以上或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的国内企业，同时
具备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核发的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承装
类五级及以上或承修类五级及以上），项目经理须具备机电工程专业
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

7、项目报名及发售招标文件：于2018年3月30日至4月3日(法
定节假日除外)在三亚市河西路金河公寓A座七楼报名及购买招标文
件。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元，售后不退。

报名时须由拟委派的项目经理及技术负责人（具有机电工程专业
中级及以上职称的工程师）持身份证到现场报名，携带并提交以下证
件与资料：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建造师注册证，技术负责人职称证、
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副
本）、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生产许可证、拟投入本项目的管理机构人员
（施工员、安全员、资料员、标准员各1名）的岗位证书及身份证、以及
以上人员近三个月（2017年5月-7月）的社保证明。【以上资料须提供
原件核对、并收加盖公章的复印件两份，所有资料必须整理成册，封面
写有“（项目名称）招标投标报名资料”和投标单位全称（盖公章）】。

8、具体要求详见《中国采购与招标网》。
9、联系人：李先生，电话：0898-88275788

2018年3月30日

“碧桂园杯”2018海帆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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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桂园杯”2018第九届环海
南岛国际大帆船赛海口站颁奖仪式
今晚举行，中外船员对刚结束的近
300海里的航行念念不忘，津津乐
道。

“碧桂园凤凰通号”的法国籍船
员保罗说：“回国后，我要叫更多的
法国大帆船玩家来海南参加海帆
赛。”保罗是一名医生，这是他第一
次来海南参加海帆赛。他说：“海帆
赛的航线设计很棒，远比直线航行
难度大多了。”帆船运动在法国很流
行，许多人都是从小就接触帆船，有

丰富的航海经历，保罗就是其中之
一。保罗说“航海是我最上瘾的运
动，它能让我享受新鲜的空气，从办
公室中解脱出来。它是很好的放松
运动。”

保罗认为海帆赛很有挑战性也
很有趣，他说：“‘碧桂园凤凰通号’

从三亚一出发便在第一方阵航行，
此后船队碰上了无风区，我们的船
在海上漂了一夜，无风的6个多小
时在船上的确很无聊。27日凌晨
起风后，多支船队开始全速前进。”

保罗说：“环岛赛的竞争真的
很激烈，从船员们对船的控制和对

远航路线的选择来看，他们都具备
了丰富的比赛经验，属于老水手
了。”虽然是第一次参赛，但保罗
显然对琼州海峡水域的渔网阵和

“交通拥堵”有耳闻。在船队夜航
行驶在琼州海峡时，保罗说全体船
员瞪大了眼睛观察海面情况，很有

挑战性。
老男孩梦之队是第5次参加海

帆赛，船长张永东说，和往年相比，今
年的“环西”赛段难度不大，没有大风
浪，也不见大暴雨。船队的主要对手
是无风天，这个时候你要有耐心，等
待风的到来。“明年我们还会参加海
帆赛，海帆赛是国内最艰苦的大帆船
离岸拉力赛。玩大帆的人都是‘神经
病’，自找苦吃。越是艰难的航行，我
们越要参加。”张永东说。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3月29日讯）

本报海口3月29日讯（记者王
黎刚）“碧桂园杯”2018环海南岛国
际大帆船赛陵水站颁奖暨起航仪式
29日在清水湾游艇码头举行。16
支船队开始陵水至万宁26海里的
航行

16支船队参加三亚—陵水—
万宁赛段约62海里。本次比赛经
停陵水清水湾游艇码头，陵水成为
碧桂园杯2018环海南岛国际大帆
船赛新增经停城市。在三亚—陵
水赛段中，真奥帆船队、水果岛三
亚队、北京阳帆队获 IRC4组前 3
名，海上轻骑队、富通钢铁队、沃德
队获IRC5组前3名，京津启航队、
上海MorningStar帆船队、挚友队
获IRC6组前3名。真奥帆船队赢

得了最快冲线船队称号。
陵水至万宁赛段距离约26海

里，与三亚至陵水相比，船队最大
的挑战之一就是渔网了。长桥建
设队的船长王军已经连续参加了9
届海帆赛，他说：“必须注意渔网，
陵水到万宁的航程无法像三亚至
陵水一样，可以尽情选择近岸行
驶，万宁附近的渔网特别多，需要
更加谨慎。”

2018海帆赛海口站颁奖仪式
29日晚在海口举行。在颁奖仪式
上，海口市副市长孙芬表示，环海
南岛国际大帆船赛是省政府主办
的大型国际品牌赛事，作为省会
城市，海口市将一如既往地支持
赛事活动。

16支船队竞逐陵水至万宁赛段

法国籍船员保罗：

我要叫更多法国玩家来参赛

为了给国家队比赛让路，中超联
赛上周停战，经过短暂的间歇期后，
本周末重燃战火。3月30日率先进
行两场比赛，其中天津权健在主场迎
战卫冕冠军广州恒大之战，为本轮的
焦点赛事之一。

上赛季权健主客场双杀恒大，
首回合主场4：3战胜恒大一战尤为
精彩，那场比赛权健终结了恒大的
10连胜，当时执教权健的卡纳瓦罗
因此声名大振。其实卡纳瓦罗也
是恒大的前主帅，后来执掌权健，
本赛季重回恒大。卡纳瓦罗不断

转换身份迎战旧主的“戏码”，让本
场比赛备受关注。而卡帅对权健
的熟悉了解，是恒大本场比赛的一
大利好。看来，卡帅又要上演一场
克旧主的好戏。

恒大近期渐入佳境，中超首轮输
掉广州德比后，接下来两轮取得连
胜，在亚冠战线也两胜济州联后登上
小组头名。本场比赛恒大毫无疑问
要力争3分，将上扬的势头延续下
去。不过，下周中恒大要踢一场事关
亚冠出线的关键战役，客场战小组第
二武里南联，因此本轮中超恒大或许

会对阵容进行适度轮换。
本赛季双线作战的天津权健表

现有些起伏，虽然在亚冠战线4：2击
败全北现代后跃居小组第二，掌握了
出线的主动权，但在中超前3轮比赛
中输掉了2场，排名跌至下半区。下
周权健又面临一周多赛的艰苦赛程，
如何在两条战线中部署兵力，对于阵
容不算厚实的权健来说，是一大考
验。本轮中超战恒大，权健虽然主场
作战抢分难度也很大，就看少帅索萨
有没有奇招妙手了。

■ 林永成

卡纳瓦罗又克旧主？中超第4轮前瞻

高尔夫中巡赛第二站
博鳌公开赛开杆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高尔夫中国巡回赛——
博鳌公开赛3月29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
中心高尔夫球场开杆，这是2018赛季中巡赛的第
二站比赛，150余名海内外球员参与角逐。

本赛季揭幕战冠军美国球员查理也来到博鳌
参赛。上一站夺冠让查理成为本站比赛的热门球
手，但查理心态十分平稳，“一直在尽力打好每一
轮比赛，争取赢得冠军的机会。在比赛时我不会
想一定要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只要保持好状态，发
挥出自己的水平就行。”

参赛球手中有众多中国新生代球手，其中包
括金大星、罗学文等海南队球员，中巡赛为他们提
供了锻炼和成长的舞台。金大星在上站比赛中取
得并列第七的佳绩，并获得最佳中国球员的荣
誉。本站比赛，对球场十分熟悉的金大星准备再
创佳绩：“如果推杆发挥得好，按照自己的节奏打，
调整好心态，应该可以进入前十。”

3月29日晚，在CBA半决赛首回合比赛
中，辽宁本钢队主场以95：90战胜广东东莞
银行队。图为辽宁队球员巴斯（右一）在比赛
中防守广东队球员斯隆（左一）。 新华社发

CBA半决赛首回合

辽宁95：90胜广东

迈阿密网球赛四分之一决赛

大威被大黑马淘汰
据新华社华盛顿3月28日电（记者王集旻）

在28日进行的迈阿密网球公开赛四分之一决赛
中，赛会8号种子、美国老将大威廉姆斯以2：6和
3：6不敌另一名美国选手柯林斯，无缘四强。

世界排名仅为93位的柯林斯是本次赛事的
一匹大黑马，她从资格赛打起，一路高歌猛进。在
此前的迈阿密公开赛女单赛事历史上，还没有资
格赛选手能晋级四强。

七届大满贯得主、37岁的大威是24岁的柯
林斯儿时的偶像，当面对自己的偶像时，柯林斯并
没有胆怯，反而打出职业生涯最佳一战，这也是她
首次对阵世界前十球员取得胜利。半决赛中，柯
林斯将对阵6号种子、来自拉脱维亚的前法网冠
军奥斯塔彭科，后者以7：6（3）、7：6（5）艰难战胜
来自乌克兰的4号种子斯维托丽娜。

在男单四分之一决赛中，美国“大炮”伊斯内
尔以6：1、6：4击败韩国新星郑泫。他在半决赛中
将对阵阿根廷名将德尔波特罗，后者苦战三盘淘
汰加拿大选手拉奥尼奇。

NBA昨日战报
凯尔特人97：94爵士

骑士118：105黄蜂

森林狼126：114老鹰

篮网111：104魔术

76人118：101尼克斯

灰熊108：103开拓者

太阳99：111快船

湖人103：93独行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