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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债权催收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国贸支行依法享有下列债务人

全部本金及利息的债权，请公告中的债务人（担保人）积极采取措施，
筹集资金，向我行清偿债务。另外欢迎有财产线索的律师事务所上
门前来洽谈合作清收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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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
海南华埔制药
有限公司
海南省工业开
发总公司
海南深海进出
口有限公司
海南海信公司
海南省电子工
业总公司
海南银海集团
有限公司
海南民宝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海翔国际
船舶代理公司
海南银岛物业
开发有限公司
吉南实业公司
海南银岛实业
有限公司
海南鑫马实业开
发有限公司
太阳养殖示范场
海口市南岛厂
海南佳运通汽车
发展有限公司

币种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港元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元）

380,094.30

2,490,745.86

83,447.70

52,967.33

9,320,492.21

1,685,411.30

2,969,280.00

500,000.00

3,000,000.00

5,694,596.56

7,217,618.00

9,816,155.36

表外利息（元）

231,392.39

1,318,118.02

3,556.24

916,425.11

16,520,811.56

2,449,804.40

1,262,717.12

672,186.24

6,468,969.67

10,107,639.94

1,402,088.49

488,261.79
812,857.75

3,445,548.79

本息合计（元）

611,486.69

3,808,863.88

83,447.70

56,523.57

916,425.11

25,841,303.77

4,135,215.70

4,231,997.12

1,172,186.24

9,468,969.67

15,802,236.50

8,619,706.49

488,261.79
812,857.75

13,261,704.15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898- 68541809；联系人：蔡经理；
地址：海口市国贸北路20号德派斯大厦三楼；邮编：57012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国贸支行
二O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关于中平广场B栋住宅楼方案变更
及增设地下室规划批前公示启事
海南省扶贫农机公司、海南中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海南保誉置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家公司）向我委联合申报中平广场B栋住宅楼方案
变更及增设地下室。中平广场包含A、B、C、D栋及一栋现状6层建筑。截止
目前A、C栋已建成，D栋仅建至地面三层，B栋未建。中平广场B栋于
2008年5月30日批建一栋地上18层住宅楼（无地下室）。现三家公司在保
持B栋原批建位置、层数不变的前提下，联合申报B栋方案变更及增设地
下室，具体变更内容为：1、住宅户型调整；2、建筑造型、外立面根据建筑平

面微调；3、增设地下室。由于本次B栋变更方案计容建筑面积、建筑占地面
积减少，不突破原批建指标，且变更方案属在原批建位置进行内部调整及
造型、外立面微调。按照《城乡规划法》、《物权法》的有关规定，为征求相关
权益人的意见，现按程序对中平广场B栋变更方案及增设地下室进行规划
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8年5月 30日至6月12日）。2、
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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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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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69，联系人：林少薇。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5月30日

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撤销征收秀英区书场村经济

合作社（八队）集体土地补偿方案的通告
海府办〔2018〕104号

2014年秀英区书场村经济合作社（八队）向海口市国土资
源局申请将海口市集用（2009）第013222号集体土地使用证项
下34549.96平方米（约合51.82亩）集体土地征收为国有，并办
理国有土地划拨手续。2014年5月26日，海口市国土资源局以
《关于征收海口市秀英区书场村经济合作社（八队）集体留用地
补偿方案的函》（海土资征字〔2014〕684号）报市财政局，后经市
政府批示同意，发布《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征收秀英区书场村经
济合作社（八队）集体土地补偿方案的通告》（海府〔2014〕66
号）。在办理国有土地划拨手续过程中，海口市国土资源局核查
地籍发证纸质档案发现，该宗地土地登记发证送审表及集体土
地使用权登记卡载明的批准用途均为集体建设用地，不能认定
为集体留用地。根据《海南省征地安置留用地管理办法》（琼府
办〔2012〕97号）第八条有关规定，该宗地不符合办理集体留用
地征收为国有土地手续的条件。

因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制证及信息录入过程出现错误，导致
误将该宗地按集体留用地征收为国有。为纠正错误，经市政府
同意，现撤销《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征收秀英区书场村经济合作
社（八队）集体土地补偿方案的通告》（海府〔2014〕66号）。

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5月15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权管理法》、《海南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办法》和《海南省海域使用权审批出让
管理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东方市人民政府批准，东方市海
洋与渔业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公开出让东方市八所镇竹金沟海上旅游
项目海域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项目的基本情况

东方市八所镇竹金沟海上旅游
项目海域使用权挂牌出让项目

项目编号: HNTH-2018-000005

二、交易方式：根据竞买人征集情况，确定交易方式。若只征集
到一名竞买人，采取协议方式交易；若征集到两名及以上竞买人，采
取网络竞价方式交易。

三、公告期：公告时间：2018年5月30日至2018年6月28日。
四、保证金缴纳：以2018年6月28日17:00前到账为准。

缴纳保证金账户：账户名称：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开户银
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国兴大道支行；银行账号：
46001002537052506530

五、挂牌报价时间：2018年5月30日08:00至2018年6月28
日09:00。详情请登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站（http://
trading.ggzy.hi.gov.cn/）

六、挂牌现场会时间及地点：挂牌现场会时间为2018年6月29
日09:00；挂牌现场会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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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室。

七、联系方式：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2号龙珠大厦6楼A座海
南招标拍卖有限公司；电话：0898-66500777

项目
名称

用海
位置

用海
类型

用海
方式

出让面积
（公顷）

用海期
限（年）

挂牌起
始价

（万元）

保证金
（万元）

东方市八
所镇竹金
沟海上旅
游项目海
域使用权

八所
镇竹
金沟
附近
海域

旅游

娱乐

用海

海 水

浴场、

游 乐

场

6.0564 公 顷
（其中游乐场
用 海 3.0596
公顷，浴场用
海 2.9968 公
顷）

712 67.6355

迁坟公告
因军事工程建设需要，需迁移该区域内的所有坟墓，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迁坟范围：根据文昌市人民政府文国用 (2011) 第

W2200837号划定，东至文昌市铺前镇后港村，西至部队码头一带，
南至文昌市铺前镇南山村，北至海南铺前船厂为红线范围。

二、迁坟时间：即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
三、迁坟要求：请公告区域内涉及到的相关单位及人员于2018

年6月20日之前与我部联系，办理迁坟相关事宜，逾期未迁的将视
作无主坟按程序处理。

四、联系方式：联系人：黄祥举，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铺前镇
胜利街部队营区，联系电话:13322053293。特此公告。

海军陆战队训练基地政治工作部宣传保卫科
(原海军陆战学院政治部保卫科)

2018年5月29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公告

（2018）琼0105执479号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东莞市迪彩塑胶五金有限公司与被执

行人海南海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
（2017）琼0105民初7034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但
被执行人至今未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将被
执行人海南海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海南省海口市海
榆中线金鹿工业园海南海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内的三层共挤吹
膜两色连体印刷机进行评估拍卖，如对上述标的物权属有异议
者，请自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相关证
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理。

特此公告。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招标公告
项目名称：渤海银行海口分行办公楼装修项目。招标人：渤海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海南华硕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建设地点：海口市

国瑞城s5写字楼裙楼。
建设规模：约5781.98m2。计划工期：80日历天。

投标人资格要求：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与施工壹级资质或建
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含）以上资质。

招标文件的获取：于 2018年5月30日至2018年6月5日（法定公
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在海口市海府一横路美舍大厦501室持单位介
绍信购买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500 元，售后不退。

具体要求详见《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
台》。

联系方式：庞先生 电话：0898-65379105

本报海口5月29日讯（记者王
黎刚）记者从海南省第五届运动会暨
全民健身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海南省第五届运动会与2018年海南
省全民健身运动会合并举办，8月8日
至18日在三亚举行。

据了解，本届省运会由海南省人
民政府主办，海南省文体厅、三亚市人
民政府承办，8月8日和18日在三亚
举行开幕式和闭幕式。本届省运会分
为竞技体育项目和群众体育项目，竞
技体育项目包括田径、游泳、篮球、乒

乓球、羽毛球等15个大项、341个小
项，群众体育项目包括三对三篮球、五
人制足球、九人制排球等48项、167
个小项。除三沙市外，共有21个市、
县、行业体协报名参赛，竞技体育项目
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初步统计有3836
人，群众比赛项目共有25支代表队
3807人报名参赛。

竞技项目7月5日至8月18日进
行，田径、游泳、篮球等8个项目在三
亚举办，其他7个项目在海口、澄迈、
文昌、万宁4个市县举行。群众比赛

项目5月25日至10月14日举办。有
28项“省运大擂台”项目举办分区赛、
决赛，其余20项将分别在我省条件较
好的市县举办。

据介绍，本届省运会有两个亮
点：一是体现了“节俭办会”的原则，
将简化开闭幕式和单项比赛流程，
压缩代表团非竞赛人员规模，重新
调整竞赛项目和赛区设置，不新建
任何比赛场地，充分利用现有场馆
和比赛器材，避免浪费。二是体现
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办会思想，本

届省运会与全民健身运动会合并举
办，目的就是充分利用省运会这个
平台，推动全民健身和竞技体育不
断发展，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全民健
身中来，让广大群众共享30年来海
南体育发展成果。

本届省运会会徽和吉祥物也在
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会徽以汉字

“五”为设计主创要素，融入汉字“三
亚”、海南岛地图等元素，借用酣畅的
水墨书法组合、变形构成活力四射脚
踏三亚蓝色海岸线昂首向前的运动

员形态。吉祥物“鹿鹿”以坡鹿为创
意元素，以拟人化的特征来表现，并
融入了三亚市花三角梅、海水浪花元
素，显现出活泼可爱、热情亲切、吉祥
欢乐的艺术魅力。

省 运 会 专 题 网 站（http：//
www.5thhnsports.cn/）开 通 。 省
运会期间，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
育厅官微和海南全民健身官微将
同时发布本次运动会新闻信息和
赛事动态，市民可通过微信平台参
与互动。

海南省第五届运动会8月8日三亚开幕
●与省全民健身运动会合并举办 ●7000多人参赛

本报三亚 5月 29 日电 （记者
孙婧）正在三亚集训的中国花样滑
冰队今天举行公开日表演活动，并
与150名三亚小学生共度一场“冰
上盛宴”。

这次公开日表演中，彭程、金杨、
高誉萌、解众、唐菲遥、杨泳超、朱磊
等花滑国手们献上了7个精彩绝伦

的节目。

今年 4月下旬，中国花样滑冰
队首次在三亚开展为期6周的冰上
集训。这同时也是国家提出“北冰
南展西扩东进”战略的体现。中国
花样滑冰队总教练赵宏博透露，中
国队在三亚集训的6个星期里，要
从整体上提升队伍的竞技实力，为
2022年北京冬奥会储备人才。“距
离中国队三亚集训结束还有一周，

我们也想借着这次公开表演的机
会，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向三亚
人民尤其是广大青少年展示花样
滑冰的魅力，让大家可以近距离观
赏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花滑表演，
进一步激发热带地区人们对冰雪
运动的喜爱，为实现‘三亿人参与
冰雪运动’的目标贡献一份力量。”
赵宏博说。

5月29日，中国花样滑冰集训队队员们在三亚进行公开日表演。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中国花滑队三亚表演“冰上芭蕾”

■ 钟 南

今年欧冠决赛前的记者会上，皇马
主帅齐达内放言，欧冠是为皇马准备
的，C罗已准备好了，皇马全体队员准备
好了。一股舍我其谁的豪气为即将到
来的俄罗斯世界杯添上了几分热闹。

当然，皇马是有底气的。64届欧冠
比赛，皇马届届登场，共16次进入决赛，
13次夺冠，折桂是大概率事件；如果按照

此前欧冠比赛规则，皇马至少应拥有3尊
大耳朵奖杯；其间一大批具有皇马血统
的球星如亨托、普斯卡什、劳尔、C罗就
是从欧冠赛场走向世界。从这个意义
上讲，皇马对欧冠的贡献是巨大的。

本场银河战舰与红衣军团的基
辅对垒，皇马在战术的安排、人员的
调整、机会的把握上明显高出对手一
档。即使是犯规，在犯规对象、时间、
方式和地点的选择上也如精心设计
的一样。利物浦不要怪自己的命不
好，只怪对手经验太老到了。

今年皇马的冠军之路虽然跌宕
起伏，但也波澜不惊。四分之一赛淘
汰尤文图斯，那是不到最后决不放弃
的坚守；半决赛战胜拜仁幕尼黑，那
是反客为主、先下手为强战术的灵活
运用；决赛战利物浦，耐心抓反击，避
实就虚，让对手武功全废。

高手间最理想的对决应该是有
惊无险，胜负全在细节的处理和机会
的把握。皇马这么多年涉险过关，齐
达内也能自信满满，关键还是他们有
历史，有经验，有文化了。

欧冠是为皇马准备的
大侃台

CBA赛季的大幕落下，中国男篮
红、蓝两支集训队也开始了各自的备战
热身计划，对于杜锋率领的蓝队而言，即
将于本月30日和下月1日展开的两场
中伊男篮对抗赛将是重要的练兵机会。

本月27日，蓝队公布了17人大
名单，队伍构成以年轻球员为主，易建
联、郭艾伦、李根和韩德君等名将因各
自原因未出现在名单中。残阵出战，
蓝队的目标也立足在向对手学习上。

对于即将到来的两场比赛，蓝队
主帅杜锋表示：“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抱
着学习的态度，因为我觉得很多年轻
队员肯定没有参加过国际大赛，现在
在国际篮联的排名，伊朗排在我们前
面。对他们来说，这是人生道路上一
个非常宝贵的经历。希望跟伊朗高水
平球员比赛能帮助他们更好地成长。”

目前这支蓝队中，刚刚打过CBA
总决赛的胡金秋将是攻防两端最重要
的支柱之一，他在防守端的篮板保护
和进攻端的射程，将是目前这支队伍
值得信赖的武器。此外，吴前、可兰白
克、陶汉林等队员也都能在各自队伍
中独当一面，他们的发挥也值得期待。

年轻是这支蓝队最大的特点，由
于主力队员大面积缺席，年轻队员担
纲大任将是这两场对抗赛中国队的主
旋律。在中国男篮分为红、蓝两支集
训队后，阿不都沙拉木、孙铭徽、吴前
等年轻队员在国际比赛中曾打出过亮
眼表现，这也被认为是国家队“红蓝
队”改革的重要收获，本次对抗中国男
篮的宿敌伊朗队，哪些年轻队员能“冒
头”将是最大看点之一。

蓝队队员于德豪在课后表示：“夏老
师以前也是国家登山队运动员，我们现
在也是国家队运动员，所以说有很多相
似之处。在他身上我觉得有很多值得我
们年轻人或晚辈去学习的地方，在未来
的路上，要更加坚定我们的方向，更加有
信念和信心去面对未来一切的挑战。”

伊朗队此次派出了实力颇为强大
的一套阵容，除了主力中锋哈达迪之
外，大部分主力都在阵中。这支伊朗
队由巴赫拉米领衔，辅以贾姆西迪、萨
哈基安等好手，是一个十分具有参考
价值的对手。

记者 林德韧 张逸飞 王恒志
（据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残阵蓝队迎战伊朗

中国男篮胜算几何？

据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28 日电
（记者王集旻）在28日的美职篮西部
决赛第七场角逐中，客场作战的金州
勇士队显示出王者气质，他们在落后
的逆境之下展开绝地反击，以101：92
战胜休斯敦火箭队，并以总比分4：3
淘汰对手，连续第四年同克利夫兰骑
士队会师总决赛。

“我们知道我们有能力让对手领
先十几分的优势瞬间荡然无存。”勇士
后卫汤普森赛后说。

勇士四巨头发挥都非常出色，杜
兰特拿下勇士全队最高的34分，“水
花”兄弟库里和汤普森分别有27分和

19分入账，格林也贡献了10分和13
个篮板。

勇士主帅科尔赛后也感叹麾下众
将的比赛能力。“一场比赛48分钟，其
实能打很长时间，对谁而言都有很多
机会占得先机，我很高兴勇士能不断
涌现火力点，不断为自己续命，直到取
得胜利。”

总决赛中，勇士队将再次对阵詹
姆斯领军的骑士队，这将是两队连续
第四个赛季在总决赛相遇，前三次对
决中勇士两次夺冠，另外一次骑士笑
到最后。总决赛第一场将在31日拉
开大幕。

勇士逆转火箭赢“抢七”
连续第四年同骑士会师NBA总决赛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海南大学真人图书馆
近日开馆，本次开馆“借阅”的真人书是澄迈天福
体育博物馆馆长谢飞。

真人图书馆是一种阅读理念，理念源于丹麦
哥本哈根，通过读者“借”一个活生生的人交谈，获
得更多见识的活动。谢飞带着天福体育博物馆价
值一百多万元的珍贵体育藏品，走进了海南大学
校园，和学生们分享他收藏体育藏品的故事。这
些藏品包括10多支奥运火炬和NBA球星欧文、
科比、杜兰特、乔丹、詹姆斯等人的签名球衣、球
鞋、篮球，让海大学生大饱眼福。

澄迈天福体育博物馆是一家拥有20多年收
藏历史的私人体育博物馆，也是国内首家具备规
模的非国有体育类博物馆。该馆设有世界馆、中
国馆及体育博物共5个展厅，总面积约1200平方
米，藏有中外体育藏品2100余件，藏品市值700
多万元。

澄迈天福体育博物馆
“走进”海南大学校园

新华社郑州5月29日电（记者刘金辉）WLF
（世界自由搏击理事会）世界功夫王者争霸赛组委
会29日在郑州举行发布会，宣布该项赛事将于7
月7日在郑州开战。

来自中国、俄罗斯、泰国等7个国家的16位
67 公斤级自由搏击选手将争夺“世界功夫王
者”称号。参赛选手中既有中国的散打高手杨
茁和谢雷，也有泰拳名将江通猜，还有32岁的
俄罗斯老将达占巴·阿斯科洛夫以及荷兰高手
哈桑·拓伊。

据介绍，16名选手将分为四组进行积分循
环赛，每组积分最高者出线进入四强，之后展开
淘汰赛。

七国斗士将角逐
世界功夫王者争霸赛

据新华社马德里 5月 28日电 （报道员谢
宇智）即将出征俄罗斯的西班牙国家队 28日
收获喜讯：在欧冠决赛中受伤的皇家马德里后
卫卡瓦哈尔伤势并无大碍，他将能够随队征战
世界杯。

卡瓦哈尔当日在皇马和西班牙国家队队医的
陪伴下，赴马德里的一家医院接受了医疗检查。
检查结果显示其右腿半腱肌轻伤，需要休战两至
三周。由于西班牙国家队在世界杯中的首场比赛
将在6月15日进行，这也意味着卡瓦哈尔拥有足
够的时间恢复健康。

卡瓦哈尔伤情无大碍
将随西班牙出征世界杯

5月29日，在法国巴黎进行的2018法国网
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第一轮比赛中，克罗地亚选手
西里奇晋级第二轮。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