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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琼01执129号

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南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1月10日作出
的（2017）海仲字第689号裁决书及权利人的申请，本院于2018年1月
30日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莫开燕与被执行人海南隆程房地产有限公司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17）海仲字第689号裁决的内容为：海南隆程
房地产有限公司应自裁定生效之日起10日内，将位于海口市丘海大道
1-2号紫园公寓10层10D号房不动产权证（房权证号：海口市房权证海
房字第HK227283号）过户登记至莫开燕名下。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
请，本院拟按上述裁决内容对上述房产进行处置，如案外人对上述财产权
属有异议，或者案件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行为有异议，应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执行异议及相应证据材料，逾期，本
院将依法处置上述房产。特此公告。本院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正
义路8号。邮编：570206。联系人：唐平 联系电话：66761501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海南省南海妈祖世界和平岛（一期）项目一期工程施工

承包招标，于2018 年 5 月 12 日开标、评标，现将评标委员

评审结果予以公示。

中 标 公 示

公示期限：2018年 5月 14日至16日

招标人：海南鼎顶旅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重庆宏发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序号

1

2

3

中标候选人名次

第一中标候选人

第二中标候选人

第三中标候选人

单 位 名 称

重庆黄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瑞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金中天水利建设有限公司

中标金额（元）

328036688.00

331356000.00

323823660.00

名称:南海妈祖世界和平岛（一期）

项目二期工程施工承包

1、业主海南鼎顶旅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地点木兰

湾新埠海域，建设护岸约637.5 米，包括围合区域的陆域回

填，工期90天；3、资格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

以上；4、招标文件2018年5月14日至16日9至17时南海

大道京江花园A2栋202持投标邀请书购买500元/套；5、

投标文件2018年5月20日9时30分前递回招标文件购买

处；6、招标人15248927256招标代理17783107259。

招 标 公 告

2018年5月14日

海南省文昌市铺前新埠海人工岛围填海项目施工承包

二期工程招标，于2018 年 5 月 12 日开标、评标，现将评标

委员会评审结果予以公示。

中 标 公 示

公示期限：2018年 5月 14日至16日

招标人：海南亿创达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重庆宏发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序号

1

2

3

中标候选人名次

第一中标候选人

第二中标候选人

第三中标候选人

单 位 名 称

重庆黄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宏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中标金额（元）

214637686.00

215369000.00

212215720.00

名称: 海南省文昌市铺前新埠海人工岛围填海

项目三期工程施工承包

1、业主海南亿创达科技投资有限公司；2、地点木兰

湾新埠海域，建设护岸745.72米，陆域回填约111.61万m3

工期90天；3、资格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

上；4、招标文件2018年5月14日至16日9至17时南海大

道京江花园A2栋202持投标邀请书购买500元/套；5、投

标文件2018年5月20日9时30分前递回招标文件购买处；

6、招标人15248927256招标代理17783107259。

招 标 公 告

2018年5月14日

华能海南大厦闲置楼层
招租项目

华能海南大厦位于海口市丘海大道11号，高19层，每

层面积650平方米，毛坯房。位置优越，设施齐全。拟将5

至7层对外招租，办公用房，可同时租赁多层。装修期间优

惠减免租期2个月。有意向者请访问华能集团电子商务平

台（http://ec.chng.com.cn/）查看公告。联系人：曹先生，

18389553782，0898-32989510。

关于琼海市官塘“明春山庄酒店”项目方案的公示
项目建设单位为琼海明春旅业有限公司，项目位于嘉积镇温泉

官塘管区，用地面积 6108.1m2，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总建筑面积
6936.64m2（其中计容建筑面积4902.26m2）,容积率≤0.8，建筑密度≤
26.17%，绿地率≥41.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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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个工作日（5月15日
至 5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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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

公告
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核发，我司已领取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海口第一营销服务
部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成立日期：2010年07月21日；负责
人：窦红斐；机构住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金龙路2号友谊国
际广场第6层西侧、第7层西侧；邮政编码：570125；联系电话：
0898-66516249；机构编码：000018460106001；业务范围为：
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
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
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验、理
赔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经中国保
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海口第一营销服务部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告

（2018）琼01执恢111号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候超与被执行人赵买堆、广西禾鑫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于2017年 7月 6日以
（2017）琼 01 执 224 号执行裁定及（2017）琼 01 执 224 号、
（2017）琼01执224号之一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了广西禾鑫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林县白圩镇五里桥
13837.10m2 土地使用权[证号:上国用（2013）第017号]及地上
房产（房产证号:上房权证字第2013001077号、上房权证字第
2013001078号、上房权证字第2013001079号、上房权证字第
2013001080号、上房权证字第2013001081号、上房权证字第
2013001082号、上房权证字第2013001083号、上房权证字第
2013001084号）。现本院拟依法对上述财产进行处置，如案外
人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或者案件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
行为有异议，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执行异
议及相应证据材料，否则，本院将对上述财产依法予以处置。

特此公告
二O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本司现有三台废旧中压开关柜资产存

放在海甸六路污水处理厂内，准备按现状出

让其产权，有意受让者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与本司联系，联系人：许先生，

联系电话：0898-66290956。

资产产权出让公告

海口威立雅水务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5日

车辆定点维修采购招标公告
一、招标人：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二、项目概况：2018-2019年度车辆定点维修采购项目，预计

年采购费用90万元。
三、投标资格：依法进行工商注册登记的独立法人资格，具备

经营车辆维修资质的厂家或公司，同时必须具有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资格，企业信誉良好，有完备的管理服务队伍，投标人的车辆维
修车间必须在海口市内主城区，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参选。

四、招标文件取得：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8年5月16
日至5月22日持投标单位介绍信和本人身份证到海口市丘海大
道4号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财务部领
取标书或电话申请招标方发放电子标书。

五、招标报名联系人：张先生，电话：68656381 车辆维修业
务咨询联系人：曾先生，电话：13976109889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18年5月15日

关于解除《碧海蓝天认订书》的通知函
尊敬的汪成林先生：

您于2017年1月5日签订了编号为0000010的《碧海蓝天
认订书》，拟购买我司开发的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永金街碧海蓝天
项目3号楼1104号商品房。现因您不符合海口市“限购令”政
策规定的购房要求，我司无法与您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签约
手续，我司对此深表遗憾。

为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我司正式通知您：自即日起立即解
除双方签订的编号为0000010的《碧海蓝天认订书》，碧海蓝天
项目3号楼1104号商品房将由我司另行销售，您已付的购房款
将由我司无息退还给您，请您立即前来我司办理退款等相关手
续或立即书面形式函告我司您的退款的银行账号信息，以便我
司尽快为您办理退款转账事宜。否则由此导致我司无法为您及
时退款的一切责任均由您承担。特此函告！

海南林海大和实业有限公司
2018年4月22日

■ 阿成

说起马德里网球大师赛，你也许
和我一样，首先从脑海中翻出：这是一
项美女模特当球童的赛事。2002年开
始在马德里举办，2009年改为红土，这
是ATP大师赛中最为年轻的赛事之一
（创办历史仅长于上海大师赛），积累
和沉淀还不够，也没有留下多少令人
印象深刻的经典战例。但今年不同
了，冷门频爆新人抢戏，赛场内好戏连
台，球迷的眼光和话题不再频频游离
出场外，马德里大师赛存在感陡增。

最大的冷门无疑是蒂姆终结纳
达尔的红土连胜纪录。尽管蒂姆被
视为有能力终结红土之王连胜势头

的头号人选，但当“谁能在红土击败
纳达尔”的话题变成“谁能在红土从
纳达尔手中拿下一盘”之时，当蒂姆
在两周前还被纳达尔 6：0、6：2 虐杀
之后，又有几个人相信蒂姆真的有终
结纳达尔的可能。然而，事情就这样
发生了，没有征兆，只有惊讶，但蒂姆
的胜利令人信服且酣畅淋漓。

蒂姆的胜利不仅仅“属于”他自
己，他的“壮举”还鼓励其他球手：在
红土上的纳达尔是可以被打败的。
蒂姆能做到，我也能做到。

纳达尔对红土的统治终会有松
动的时候，也会有终结的一天，如果
发生在本赛季，人们以后会想起今天
的马德里。

马德里赛四强之中有三位是所
谓新生代球员，如果把不满25岁的蒂
姆也算上的话。另外两个是真正的

“小鲜肉”，小兹维列夫21岁，沙波瓦
洛夫只有19岁。在“四巨头”统治网
坛的今天，三名新生代球员占据大赛
四强的三席，而且四强中没有一位“四
巨头”，这是难得一见的奇观。决赛上
演蒂姆VS小兹维列夫的青春对决，最
终小兹维列夫夺冠，收获他的第三座
大师赛奖杯，这也是11年来马德里大
师赛诞生的首位非“四巨头”冠军。

我们一直在感叹：“四巨头”时代
何时了！如今，穆雷还在养伤，德约
复出后一直低迷，费纳倒是依然强
势，但还能维持多久？在冲击“四巨
头”的过程中，中生代的“不作为”令
人失望，如今新生代的崛起让人闻到
网坛新时代的气息。

如果在费纳还没有退役的时候，
新生代能终结“四巨头”时代，人们以
后会想起今天的马德里。

马德里大师赛猛刷存在感

本报海口5月14日讯（记者王
黎刚）经过4天105场的角逐，2018
年全国沙滩排球巡回赛福建平潭站昨
晚结束。海南队球员杨聪、林美媚和
原成都部队队、江苏队球员组成的“跨
省”组合，分别夺得了男子组冠军和女
子组季军。

本站比赛共有来自全国13个省

区市及解放军、香港特别行政区的51
支代表队参赛。海南队的杨聪和原成
都部队队的努尔艾力组合，在决赛中
以2：0战胜上海江苏联队颜廷洋/李
杰，捧得男子组冠军。海南文昌女将
林美媚和江苏队的朱玲娣组合在季军
争夺战中，以2：0胜原成都部队王靖
雯/袁吕雯。海南队还派出了3对组

合参加男子的比赛，最终，秦成达/王
亚君0：2负上海江苏联队，获并列第
5名，翁先武/陈秀峰1：2负浙江队，获
并列第9名；曹德钰/文福丁0：2负江
苏队，获得第17名。

据了解，沙排跨省市组合的比赛
形式从第13届全运会开始出现。在
本次比赛中，有多支跨单位组队的

“联队”，如上海江苏联队、江苏海南
联队等。海南省沙排女队主教练黄
春妹说：“跨省市组合的出现提高了
比赛的观赏性，使比赛更加精彩。
不过，跨省组合也让球员面临考
验。比如，两个人的技战术打法都
发生了改变，这需要双方教练员和
队员慢慢磨合。”

本次平潭站赛事是2018年全国
沙滩排球巡回赛的第一站。全国沙滩
排球巡回赛是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
管理中心主办的最重要的全国沙滩排
球赛事，多年来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优
秀沙滩排球运动员。今年全国沙滩排
球巡回赛将举办13站分站赛，赛事总
奖金为400万元。

全国沙滩排球巡回赛平潭站结束

海南跨省组合获一金一铜

14日，在NBA季
后赛东部决赛首场比
赛中，凯尔特人队主
场以 108：83战胜骑
士队，总比分 1：0暂
时领先。

图为骑士队詹姆
斯（左）在比赛中带球
突破凯尔特人队莫里
斯的防守。

新华社发

NBA东部决赛首场

凯尔特人
胜骑士

卡纳瓦罗谈亚冠1/8决赛次回合

有困难但不会
去做算术题

新华社广州5月14日电 广州恒大淘宝队
将在15日的亚冠八分之一决赛次回合中主场
面对天津权健，赛前恒大主教练卡纳瓦罗承认
比赛会有困难，但不会在客场进球的问题上做
算术题。

在首回合中，两队都有不错的机会，但比赛以
0：0收场。由于未能收获客场进球，这意味着恒
大只有战胜对手方能晋级。面对这一困境，卡纳
瓦罗说：“明天我们比赛的目标就是取得胜利。确
实在客场0：0，回到主场有些困难，但我说过不许
去做算术题，一定要从第一分钟到最后一分钟保
持强度，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由于是主场作战，这也让卡纳瓦罗信心满满：
“对于客队来说，带着0：0的比分来到我们的主
场，他们也知道，会很困难的。”

久疏战阵的队长郑智也在当天随卡纳瓦罗一
同参加了发布会，这让现场的记者感到小小的意
外。郑智对记者们说：“很长时间没见到大家，挺
想念你们。之前因为急性阑尾炎做了手术，将近
一个月过去了，身体恢复没有问题，今天主教练带
我来，说明我具备了出场的条件。”

“权健我们也非常熟悉，双方比的是心态，比
的是少犯错误。球队有自己的方法限制对方，包
括外援，我们非常有信心，”郑智说。

客场0：0平罗马

尤文意甲七连冠
据新华社罗马5月13日电 在13日进行的

意甲第 37 轮比赛中，尤文图斯 0：0 战平罗马
队。虽然排名第二的那不勒斯2：0战胜桑普多
利亚，将与“斑马军团”的分差缩小到4分，但由
于联赛只剩一轮，尤文提前锁定了冠军，实现联
赛七连冠伟业。

取得本场平局后，尤文图斯的37轮战绩为
29胜 5平 3负积92分，领先第二名那不勒斯4
分，提前一轮获得意甲冠军。自2011-12赛季
以来，尤文图斯从未让意甲冠军头衔旁落。这也
是他们连续第四年获得意甲联赛和意大利杯赛
的双料冠军。

在本轮进行的其他场次比赛中，贝内文托
1：0战胜热那亚，佛罗伦萨0：1负于急于保级的
卡利亚里，博洛尼亚1：2不敌切沃，克罗托内2：
2逼平拉齐奥，都灵2：1战胜斯帕尔，维罗纳0：1
不敌乌迪内斯。

本报海口5月14日讯（记者王黎
刚）经过两天的角逐，由中国大学生
体育协会主办的第九届全国大学生
阳光体育乒乓球比赛昨天在河北省
迁安市九江体育中心结束。最终，海
南大学乒乓球队获得了二等奖。这
是我省大学乒乓球队第一次在该项
比赛中获奖。

该项比赛每年举行两届，代表了全

国大学生非专业乒乓球运动的最高水
平，吸引了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武
汉大学等近30所国内高校参加。海南
大学乒乓球队代表海南高校参加，这也
是海南高校乒乓球队首次参加该项比
赛。海南大学队由路鹏飞，柯铭铭、郭
东东、马知行、焦佳敏、许翰成6位同学
组成。海南大学队教练吴钟权被授予

“全国优秀教练员”称号。

全国大学生阳光体育乒球赛收拍

海南大学队获团体二等奖

■ NBA西部决赛前瞻

火箭欲升空
需先掰折勇士“死神镰刀”
凭借“灯泡”组合的强劲动力，火

箭如愿闯入NBA西部决赛。但站在
他们面前的是已连续3年晋级总决赛
的勇士，火箭若想继续升空，首先要做
的就是掰折勇士手中的“死神镰
刀”——杜兰特。

作为典型的“小球”球队，火箭与
勇士的角力将重点在外线展开。早在
赛季开始前，火箭的阵容搭建似乎就
已将勇士作为“终极假想敌”。自2012
年连续5年入选最佳防守阵容的控卫
保罗、塔克、巴莫特、阿里扎等都是以
防守见长的锋线悍将，其主要目的就
是为最大程度限制勇士外线火力。

让勇士“四巨头”各得20分，还是
让其中一人独砍40+？在面对这道选
择题时，大多数球队是没有主动权
的。但本赛季的火箭却能依靠无限换
防，压制勇士以频繁挡拆为主的整体
进攻，迫使对手转为个人强攻。在常

规赛的三次对决中，火箭凭此2胜1
负略占优势。

尽管库里晃倒保罗的画面常常会
被收入各种NBA精彩集锦，但在控卫
位置上，力量足、脚步快、判断准的保
罗仍是能最大程度限制库里的最佳人
选。曾被诟病“攻强守弱”的哈登本赛
季防守态度大为改观，再加上火箭的
整体防守策略，克莱·汤普森持球单吃

“西詹”的把握也并不高。
其他位置实力相对均衡，杜兰特

将成为勇士强攻的首选。季后赛次轮
对阵鹈鹕的5场比赛中，杜兰特场均
得到 27.8 分，且主要依靠中投和突
破。面对状态正佳的杜兰特，无论是
塔克、巴莫特，还是阿里扎都无法在一
对一防守时有效限制“死神”，可一旦
内线协防增多，卡佩拉极有可能早早
陷入犯规过多的泥潭。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5月1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