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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铜锣湾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2018年6月12日上午10：00在本公司拍卖大厅现

场和网络（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https://paimai.caa123.
org.cn）同步按现状净价公开拍卖：位于万宁市长丰镇滨湖后田坡面积为
187m2的土地使用权（万宁市第三中学斜对面），参考价：120万元，竞买保
证金：20万元；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日前一天止。有意竞
买者请于2018年6月11日17:00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以
保证金到账时间为准）。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铜锣湾拍卖有限
公司，开户行：中行海口海甸支行，账号：2675 0574 4781。拍卖信息：万
宁市万城镇裕民村委会（中央坡附近）土地面积约700m2，地上建筑物报
建面积170.9m2。联系电话：0898-31651618 15108935980；地址：海
口市国贸大道1号景瑞大厦A座21层；微信公众号：hntlwpm

全 国 青 年 文 明 号 中 国 AAA 级 资 质 拍 卖 企 业
ISO9001-2015 认证企业 海南省品牌创建示范企业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综合楼、营业办公楼
（博源大厦）立面改造建筑设计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综合楼、营业办公楼（博源大厦）项目
位于滨海大道北侧、滨海公园东侧花园新村2号项目用地内，房屋不动
产权证为琼（2017）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79750号、琼（2017）海口市不
动产权第0079751号。现该公司申请在不改变建筑性质和增加建筑面

积前提下，拟对上述建筑立面进行改造。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的意见
和建议，现按程序对该方案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
（2018年5月31日至6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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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6房海口市规划委员会规划建筑技术审查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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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1，联系人：龙腾卓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5月31日

关于鑫港创客大厦报建方案的公示
项目建设单位为琼海鑫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项目位于博鳌海滨大

道潭门大桥西侧，用地面积4002m2，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总建筑面积
7334.31m2（其中计容建筑面积3198.43m2）,容积率≤0.8，建筑密度≤
39.06%，绿地率≥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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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至6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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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我局正受理胡定义持有的《宅基地使用证》[证号：东建证字

186号]补办宗地档案地籍调查事宜。该宗地位于八所镇政法路
南侧，土地面积为136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经实地调
查，该宗地四至为：东至杨华礼，南至用安西路南十巷，西至叶剑
锋，北至道路，坐标为：J1（X112858.067、Y19533.683），J2
（X112855.253、Y19541.172），J3（X112839.339、Y19535.191），
J4（X112842.153、Y19527.703）。

凡对该宗地权属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及有效证明材料自
通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送至我局地籍岗，逾期未提出异
议，我局将按规定为该宗地补办宗地档案并出具宗地图。

东方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5月29日

关于解除《碧海蓝天认订书》的通知
尊敬的付源尧先生、付莉女士：

您们于2017年1月8日签订了编号为0000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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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碧
海蓝天项目2号楼503号商品房。现因您们不符合海口市“限购
令”政策规定的购房要求，我司无法与您们办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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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司正式通知您们：自即日起立即
解除双方签订的编号为0000020的《碧海蓝天认订书》，碧海蓝天
项目2号楼503号商品房将由我司另行销售，您们已付的购房款
将由我司无息退还给您们，请您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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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退款的银行账号信息，以便
我司尽快给您们办理退款转账事宜。否则由此导致我司无法为
您们及时退款的一切责任均由您们承担。特此函告！

海南林海大和实业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4日

关于解除《碧海蓝天认订书》的通知
尊敬的雷霆先生：

您于2017年4月7日签订了编号为0000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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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碧海
蓝天项目1号楼1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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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416的《碧海蓝天认订书》，碧海蓝天
项目1号楼1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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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尽快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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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

关于解除《碧海蓝天认订书》的通知
尊敬的李威先生：

您于2017年1月25日签订了编号为00001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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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碧海
蓝天项目3号楼15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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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124的《碧海蓝天认订书》，碧海蓝天
项目3号楼15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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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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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

关于解除《碧海蓝天认订书》的通知
尊敬的陶红梅女士：

您于2017年1月18日签订了编号为00000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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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碧海
蓝天项目2号楼4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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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59的《碧海蓝天认订书》，碧海蓝天
项目2号楼403号商品房将由我司另行销售，您已付的购房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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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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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

关于解除《碧海蓝天认订书》的通知
尊敬的吴宗平先生：

您于2018年2月6日签订了编号为0000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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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碧海
蓝天项目2号楼4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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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150的《碧海蓝天认订书》，碧海蓝天
项目2号楼 4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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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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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经过5天
45场激烈角逐，海南省第五届运动
会群众篮球赛29日晚在乐东灯光球
场落幕。最终，海口队和澄迈队表现
出色，分别夺得了男女组冠军。三亚
队分获男女组亚军。

女子组决赛在澄迈队和三亚队

之间展开。在比赛中澄迈队一路领
先，尽管三亚队多次试图反超比分，
但均未能实现。最终，澄迈队以81：
71胜三亚队，获得了女子组冠军，这
也是 2018 年省运会产生的首枚金
牌。获得女子组第3名和第4名的分
别是海口队和琼海队。

进入男子组决赛的是海口队和
三亚队。两队首节比赛打得很胶着，
海口队以 18：17 的微弱优势领先。
次节，海口队多点开花，以51：39领
先三亚队。第4节比赛，三亚队背水
一战，一度将分追至83：85。可惜的
是，关键时刻，海口队利用三亚队的

失误连续得分，最终以89：83战胜对
手夺冠。获得男子组第3名至第6名
的分别是万宁队、白沙队、省邮政体
协队和东方队。

来自全省各市县的 20 支男女
代表队的近 400 名选手参加本次
比赛，其中男子组 14支代表队，女

子组 6 支代表队。男女组比赛均
采用小组循环赛和淘汰赛两个阶
段进行。

本次篮球赛由省人民政府主
办，省文体厅、乐东黎族自治县人
民政府承办，省体育总会等单位
协办。

第五届省运会群众篮球赛结束

澄迈女篮夺省运会首金

新华社深圳5月30日电 （记
者周自扬）奥运冠军张继科30日在
深圳宝安区体育馆举行的2018年
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中国乒乓球公
开赛资格赛中连胜两场，晋级正赛。

中国乒乓球公开赛是张继科休
战半年复出后参加的第二站比赛，在
上周的香港乒乓球公开赛上，尚未完
全找回状态的他以3：4不敌日本选

手吉村真晴，止步男单正赛首轮。
在上午进行的资格赛第二轮

中，面对韩国选手金敏赫，张继科以
12：10、11：7和12：10有惊无险地
拿下前三局，接着9：11被扳回一
局。第五局，张继科接连打出精彩
回球，以11：5拿下比赛。

当天晚间进行的资格赛第三轮
中，他的对手是尼日利亚名将阿鲁

纳。张继科以11：5和11：6兵不血
刃连下两城。第三局，他尝试提速，
出现了一些失误，但也打出了多次
漂亮的进攻，最终11：9获胜。第四
局，张继科以8：11丢掉一局，随后
第五局一上来又是连续两个失误。
之后，张继科调整了状态，最终以
12：10拿下这局，总比分4：1晋级
正赛。

中国乒乓球公开赛资格赛

张继科两连胜晋级正赛

三
十
日
，张
继
科
在
比
赛
中
发
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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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新华社曼谷5月29日电 中国男
足29日晚在曼谷东郊一足球场展开
训练，备战6月2日与泰国队的热身
赛。按惯例，球队每天派一名球员代
表接受媒体采访。当天“当值”的是前
不久补招入队的天津权健门将张鹭。

张鹭曾于2006年入选国家集训
队。谈到回归的感受，他说：“身披国
足战袍，我感到无上荣光。这次回归，
应该是主教练看到了我在联赛和亚冠

赛场上的表现吧。非常感谢教练组给
我这次机会。阔别多年，回来的感觉
真好。”里皮带领的国家队让张鹭感到

“既陌生又熟悉”。他说：“熟悉的是穿
上这身队服的荣誉感和使命感，陌生
的是这支国家队我是第一次来。这支
国家队更具朝气，更青春，更阳光。”

他还说：“曾执教权健俱乐部的
卡纳瓦罗教练师承里皮教练，两人的
技战术思想和细节有相似之处，所以

我能很快融入这个团队。”
在权健俱乐部，张鹭是队长，是

后卫刘奕鸣的“大哥”。到了国家队，
张鹭自称小弟。他对刘奕鸣说：“在
这里，我就是一名新人，你这个‘老大
哥’得照顾我。”

当问及是否期待在2日的比赛
中上场，张鹭说：“每个人都期待为国
争光。我会一丝不苟地训练，做好上
场的准备。”

国足门将张鹭：

重返国家队希望能为国争光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记者从省
足协获悉，2018年中国足协室内五人
制足球初级教练培训班（海南·第三
期）将于6月21日至24日在澄迈举
行，报名工作现已启动。

此次培训班由中国足球协会选派
亚洲足球联合会五人制足球讲师为学
员授课，其中理论课包括室内五人制
足球的发展历史、竞赛规则、课堂教学
等，实践课包括带球跑、运球突破、控
球、传球、射门等内容。通过考试的学
员，可获得中国足协室内五人制足球
初级教练员证。本期培训班将招收
24名学员。

据省足协相关负责人表示，举
办本次培训班的目的是为了进一
步贯彻落实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印发海南省贯彻中国足球

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实施意见的通
知》精神，促进海南省足球事业发
展，加强基层足球教练员人才队伍
培养。五人制足球技术是中小学、
青少年阶段重要的训练手段，许多
足球发达国家十分重视五人制足
球运动的开展。例如前世界足球
先生、巴西人罗纳尔迪尼奥和巴萨
球星库蒂尼奥小时候都接受过五
人制足球的训练。

据了解，这两年，中国足协室内
五人制足球初级教练培训班已经在
海南举办了 6期，共为海南培训了
114名五人制初级教练员。培训班
的授课老师都是国内资深的足球教
练，他们给海南学员传授了较为先进
的五人制足球训练方法，让我省的学
员们受益匪浅。

中国足协室内五人制足球
初级教练培训班下月澄迈开班

小威2：0普利斯科娃
莎娃2：1霍根坎普
张帅2：0库乔娃
彭帅2：0克鲁尼奇
段莹莹0：2加西亚

哈勒普2：1里斯克
科维托娃2：0阿鲁巴
斯托丽娜2：0库兹莫娃
格尔格斯2：0齐布尔科娃

法网战报
女单

5月30日，在辽宁沈阳举行的2018年中伊国
际男篮对抗赛中，中国男篮蓝队77：67胜伊朗队。

图为中国男篮蓝队球员于德豪（左）在比赛中
上篮。 新华社发

国际男篮对抗赛

中国男篮蓝队胜伊朗队

萨拉赫肩伤
需三到四周恢复

新华社伦敦5月30日电 利物浦俱乐部理疗
师近日透露，萨拉赫的肩伤正常情况下需要三到
四周的恢复时间。距俄罗斯世界杯开幕还剩15
天，这位埃及球星和时间的赛跑已经开始。

萨拉赫26日在利物浦与皇马之间进行的欧
冠决赛中扭伤了肩部韧带。赛后，利物浦主教练
克洛普表示他“伤很重”。而埃及足协对此表示乐
观，认为他能够及时伤愈，赶得上6月15日埃及
对乌拉圭的世界杯小组赛首战。

对于萨拉赫的养伤时间，利物浦俱乐部的理
疗师鲁本·彭斯出言谨慎：“正常情况下，需要三到
四个星期。我们尽力缩短这个时间——这个目标
有点大。”

埃及队将于6月20日和25日先后对阵俄罗
斯和沙特阿拉伯队。如果萨拉赫肩伤需要四周时
间恢复，将完全错过小组赛。

萨拉赫现在在西班牙接受治疗。埃及一电视
台播发的视频显示，疗伤期间，他的伤臂没有吊着
绷带。

德国队训练营地
迎来“不速之客”
国际足联突击药检德国球员

新华社柏林5月29日电 据德国媒体报道，
国际足联相关官员于29日早上7点在事先未通
知的情况下造访了德国队世界杯训练营地酒店，
进行突击药检，所有球员被要求在同一时间提交
血液和尿液样本。

以往大赛前德国队也在训练营地接受过药
检，但是此次检查还是有些不同。德国队后防中
坚胡梅尔斯在中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药检
属于例行公事，只是让我们少睡一会儿，但是像这
次所有人同一时间一起接受药检，我还是第一次
经历。”

在29日的训练中，博阿滕因为处于大腿伤势
恢复期而仍然进行单独训练，前锋戈麦斯也独自
进行了体能恢复训练。

目前，除了刚刚夺得欧冠冠军的皇马球员克
罗斯之外，德国队预选名单上的其他26名球员都
已经到齐。克罗斯将在本周六抵达位于意大利南
蒂罗尔的训练营地，但不会参加周六晚在奥地利
克拉根福进行的同奥地利国家队的热身赛。

据新华社香港5月30日电（记者
刘宁）朱婷30日再次展现强大实力，
拿下全场最高的19分，率中国女排在
世界排球联赛香港站比赛中以3：0击
败日本队，迎来两连胜。三局比分分
别是25：21、25：19和25：17。

香港站赛事是中国女排参加的第
三站比赛，在此前宁波北仑和澳门站
比赛中，没有朱婷的中国队6场比赛3
胜3负。29日，今年首次在国家队亮
相的朱婷率队以3：0轻取阿根廷队，
日本队则在揭幕战中3：2艰难战胜意
大利队。

本场赛前，两队曾56次交手，中
国队以47胜占优。两队上一次交手
是在2017年女排大冠军杯上，中国队

以3：1胜出。
中国队总教练郎平在首发阵容上

派出朱婷和刘晓彤主攻，副攻手是颜
妮和胡铭媛，龚翔宇出任接应，丁霞担
任二传手，自由人是王梦洁。

朱婷赛后说：“今天的比赛，无论
是年轻队员还是老队员都表现很好，
说明我们在比赛中是有提高的。”

郎平也对球队表现感到满意。“今
天跟日本队比赛，我们做了充分准
备。我希望高个子队员能学习日本队
的防守，在拦网上更好些。今天球队
表现很不错。”

按照赛程，中国队本站最后一场
比赛是在31日迎战意大利队，日本队
则将对阵阿根廷队。

世界排球联赛朱婷得19分

中国女排击败日本获两连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