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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竞猜（第十五期）

竞猜场次
英格兰VS比利时

（开球时间6月29日02∶00）

竞猜：该场比赛的结果为：
A、英格兰胜 B、比利时胜 C、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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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球狂·2018世界杯首届海南
球迷节。冠名单位：中国移动。赞助
单位：红妆尚医学美容连锁。

今夜明晨
赛程

德国队出局爆最大冷门

十大球迷评选

6月28日

22：00直播
塞内加尔VS哥伦比亚

CCTV-5+
日本VS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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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

2：00直播
英格兰VS比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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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马VS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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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迷有奖竞猜

美女球迷三人行
——那些年追过的球星

扫码观看南海网独家策划视频：

■ 果今

在圣彼得堡的最后一天，我看到
了阿根廷人的终极快乐——球队赢
球，马拉多纳又在现场跳起了舞。阿
根廷涉险过关让这座古老的城市在

“白夜”里变成了蓝白色的狂想曲。
下午，无数阿根廷球迷开始在地

铁上激情欢唱，当他们载歌载舞在圣
彼得堡“宣誓主权”的时候，一派祥和
的氛围笼罩着整个城市。实际上，看
似祥和的氛围下面暗流涌动……阿
根廷和尼日利亚的大战决定着这支
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阿根廷队能否

继续留在俄罗斯。前两场，阿根廷队
一平一负，净胜球为负3，和尼日利亚
的比赛阿根廷必须拿下。赛前，球王
马拉多纳照例出现在贵宾包厢里，在
球员进场前，老马不知道为什么突然
开始拉着旁边一位女士跳起了舞。
他扭动着胖胖的身躯，跳得很不协
调，看到球王在现场尬舞，不少球迷
开始骚动。

旁边一位球迷对我说：“马拉多
纳心情不错，看来是个好兆头。”果
然，比赛开始不久，梅西就攻入了首
个进球。梅西进球后，老马又短暂
地跳了起来，看到球王又尬舞了，球

迷也跟着骚动起来。整个现场六万
多座位，阿根廷人占了九成。他们就
是这样，为了世界杯，平时可以不吃
不喝，攒足了钱，就来一趟全家出游，
为心中的球王马拉多纳和梅西展开
追梦之旅，不知疲倦地奔波在世界各
地。老马带动了场上的气氛，阿根廷

球迷在圣彼得堡体育场制造了巨大
的声浪，可怜的尼日利亚球迷的声响
根本听不见。不过，下半场阿根廷队
一度遭遇了最大的危机，当尼日利亚
扳平了比分，老马也开始了不安，不
过好在阿根廷队最终再度反超，比赛
终结，球员们在场上不愿离去。

阿根廷的终极快乐

日本队有望进16强
小组赛战至第3轮，亚洲5支球队只有日本

队最有希望进入16强，其余4支球队均折戟沉
沙。日本队士气正旺，有望一鼓作气拿下波兰，挺
进淘汰赛。

本场比赛日本队力争取胜，只有这样才能将
出线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波兰队或许
会在无欲无求的情况下爆发，日本队需打起十二
分精神。

波兰把日本打回原形？同组的另外两支球队
开赛前都抱着这个想法，结果哥伦比亚队抱憾而
归，“黑又硬”塞内加尔队无功而返。日本队的确
不容小觑，该队第二场对阵塞内加尔，全场两度落
后两度扳平，日本球员不知疲倦的跑动让塞内加
尔人束手无策。

小组种子队波兰队先输给了塞内加尔队，之
后又完败给哥伦比亚队。令球迷失望的并非他们
羸弱的防线，毕竟波兰人并不以防守见长。要知
道，能够在竞争激烈的欧洲区出线，波兰队依靠的
是强大的前场攻击力。世界杯预选赛小组赛期
间，波兰队的锋线箭头莱万多夫斯基力压C罗，打
入了创纪录的16球。然而在小组赛头两场比赛
中，莱万却仿佛和队友失去了联系，在前场苦苦挣
扎。现在没有了出线压力，他能展现一把世界顶
级射手的风采吗？

如果把塞内加尔VS哥伦比亚的比赛比作
一场拳击赛，它就是一场次重量级的拳王争霸
赛。两支球队实力相当，都具备了很强的冲击
力。此战胜者将稳进16强，如果战平，则需看
日本和波兰之战的结果。目前塞内加尔比哥伦
比亚高1分，哥伦比亚在首场失利的情况下第
二场3比0大胜波兰，找回信心，此役他们需要
3分才能确保晋级淘汰赛。哥伦比亚队状态明
显回升。 ■ 王黎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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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
者陈望）“90后”球迷王璞参加了这次
球迷节活动之一的“海南首届十大球迷
评选”。王璞说，他是一名纯球迷，看球
已有十多年了，他喜欢足球比赛最后一
刻反败为胜所带来的快感。

王璞说，他痴迷足球，源于2002
年的韩日世界杯，那也是中国队第一
次进入世界杯。那一年，同是球迷的
父亲带着年仅11岁的他一起看球，为
中国队加油。那届世界杯除了中国
队，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队也给
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此，他喜欢上
足球运动。作为一名铁杆球迷，每一
届世界杯他都不会错过。

“我喜欢足球，喜欢球员在场上永
不放弃的精神。”王璞说。

球迷王璞：
足球场上反败为胜

最吸引人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陈望）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媒
体联动举办的“我为球狂·2018世界
杯首届海南球迷节”14日启动，该活
动的重头戏之一是评选首届海南十大
球迷。记者从活动组委会获悉，首届
海南十大球迷网络投票26日启动，欢
迎广大读者为自己喜爱的球迷投票。

首届海南十大球迷评选活动受
到许多球迷的关注。评选活动分为报
名、网络投票、专家评审和颁奖四个阶
段。目前球迷报名阶段已结束，26日
0时启动网络投票。投票环节共有36

名候选球迷，扫描二维码即可打开投
票页面，点击球迷头像可查看球迷简
介和事迹。每个微信号每天能投3
票，每天可为同一名球迷投1票。欢
迎大家踊跃投票，支持您喜爱的球
迷。投票截止时间为7月9日。

投票环节结束后，主办方将组织
专家对球迷的综合网络投票以及报
名事迹进行评选，最终选出首届海南
十大球迷。获奖球迷将获得1000元
奖金（或等值奖品），有专长者还有可
能被聘为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特约报
道员或评论员。2018世界杯决赛当

晚，主办方还将在海口举行“我为球
狂”首届海南球迷节颁奖活动，为首
届海南十大球迷隆重颁奖。

海南球迷节由中国移动冠名，
红妆尚医学美容连锁倾情赞助。

首届海南十大球迷评选开始网络投票

德国0：2韩国
进球：最后阶段韩国队金英权和孙兴慜
各进一球。两队无缘淘汰赛。

战
报战

报瑞典3：0墨西哥
瑞典队获得小组头名，墨西哥队小组

第二。两队携手从F组出线。

广告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7)琼0106执1480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7)琼0106执1480号之二执
行裁定书，本院将于2018年8月1日10时至2018年8月2日10时
止在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
http://sf.taobao.com/0898/19)进行公开拍卖：被执行人万靓名下
已抵押给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位于海口市海甸二东
路 69号金茂滨江花园 3号楼 101房房产（产权证号：海房字第
HK250896号、他项权证号：海口市房他证海房字第T062115号）。
参考价：3523821元，竞买保证金70万元。咨询的时间与方式：自
2018年7月23日起至2018年7月27日止接受咨询（双休日除外）；
展示看样时间为2018年7月26日上午10至11时。有意竞买者请
于2018年8月1日前于淘宝网缴纳竞买保证金。特别说明：（1）上
述标的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费由买受人自行承担。咨询电
话：0898-66130025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5436

二O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公 告
近期我公司将在中国移动采购与招标网（http://

b2b.10086.cn）发布2018-2020搬运服务项目采购比选公
告，并实行网上发售电子版比选文件。有意参加者请于
2018年6月26日至2018年7月4日上午9：00-12:00、下
午 14:30-17:30 登录中国移动采购与招标网（http://
b2b.10086.cn）进行报名及获取采购文件。

联系人：赵明（电话：0898-32691220，电子邮箱：gp-
dihn@139.com）。

采购方：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委托招标代理：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发布时间：2018年6月28日

关于G98环岛高速公路牛岭跨线桥
封闭施工期间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对G98环岛高速牛岭跨线桥封闭施工的需要，为确保施工
期间的行车安全和工程的顺利进行，现计划对G98环岛高速公路
相关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具体交通管制方案如下:

一、管制时间
2018年6月30日至2018年9月30日
二、管制路段及方式
根据施工实际需要，为确保施工安全，对G98环岛高速公路

右幅牛岭互通往三亚方向出口匝道至牛岭互通往三亚方向入口
匝道进行封闭的交通管制。从海口往分界洲岛景区的车辆绕行
香水湾互通，再从牛岭互通左幅(三亚往海口方向)出口出高速到
达分界洲岛景区；从分界洲岛景区往三亚方向的车辆从牛岭互通
左幅(三亚往海口方向)入口入高速绕行日月湾互通往三亚。

届时途经管制路段的车辆，请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或按现
场交通安全管理人员的指挥行驶，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18年6月25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806HN0049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转让一批废旧物资，挂牌价155601元。

公告期为：2018年6月28日至2018年7月11日。对竞买人的基

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

hncq.cn）、E交易网（http://www.e-jy.com.cn）、海南省公共资

源交易网（http://www.ggzy.hi.gov.cn）查询。联系方式：海南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

女士；海南产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

厦18楼），电话：66558010麦先生、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8年6月28日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稽查局公告
琼税稽告[2018]18号

海 南 程 煜 商 贸 科 技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469027MA5T1MBQ0N,法定代表人：程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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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事项通知书》（国税
稽通〔2018〕33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

《税务事项通知书》的主要内容：经我局调查，发现你公司在
2017年10月期间向郑州裘利茗商贸有限公司虚开30份增值税专
用发票。请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10日内到我局进行陈
述、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或者向我局提供能证明你公司
与郑州裘利茗商贸有限公司实际发生货物销售业务真实性的有关
证据。逾期不进行陈述、申辩、提供有关证据的，视同放弃权利。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稽查局

2018年6月27日
联系人：陈云、陈元文；联系电话：66791067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8603室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稽查局公告
琼税稽告[2018]17号

海 南 伟 翔 商 贸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469027MA55T1MB67R,法定代表人：蔡伟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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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事项通知书》（国税
稽通〔2018〕32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

《税务事项通知书》的主要内容：经我局调查，发现你公司在
2017年10月期间向郑州裘利茗商贸有限公司虚开25份增值税专
用发票。请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10日内到我局进行陈
述、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或者向我局提供能证明你公司
与郑州裘利茗商贸有限公司实际发生货物销售业务真实性的有关
证据。逾期不进行陈述、申辩、提供有关证据的，视同放弃权利。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稽查局

2018年6月27日
联系人：陈云、陈元文；联系电话：66791067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8603室

海 南 新 虎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460200MA5RJPBE78，法定代表人：郑新虎)
海 南 标 源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460200MA5RH0YR0U，法定代表人：陈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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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事项通知
书》（琼税稽通〔2018〕35号、琼税稽通〔2018〕36号）公告送达，自
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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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六条规定，我局依法对你
公司进行税务检查，经检查，你公司存在“走逃（失联），逃避税务
机关检查”、“通过填列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相关栏次，规避税务机

关审核比对，进行虚假申报”等问题，我局拟将海南新虎商贸有限
公司开具给天津市恒荣泰金属材料销售有限公司等十一家公司
的5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海南标源贸易有限公司开具给上海诸
左贸易有限公司等二家公司的8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定性为虚开
发票。你公司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请你公司积极履行举
证义务，逾期不进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在我局作出税
务处理及处罚决定之前，请你公司自公告送达之日起10日内到我
局对你公司上述问题进行陈述、申辩，并向我局提供有关证据材
料。

特此公告
2018年6月27日

（联系人：王先生，陈先生；电话：66790537；地址：海口市龙昆
北路10号）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稽查局公告 琼税稽告〔2018〕16号

该债权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具备良好支付能力；
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
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
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
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
亲属关系的人员。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
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
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8年7月15日。联系人：周先生、冼先生

联系电话：0898-66563181、66563178 通讯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大
同路38号海口国际商业大厦1009室 邮编：570102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举报电话：
010-66507773（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0898-66563202(我司纪检监察部门)；监督管理部门:财政部驻海南财
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电话：0898-66719286；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海南监管局 电话：0898-68563091。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
之日起至2018年7月15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18年6月28日

债权名称
海口名仕化妆品发展有限公司

所在地
海口市

币种
人民币

本金
11.00

利息
78.32

担保情况
海口市沿江五西路万福新村第11栋703号房产，面积82.76ｍ2

当前资产状况
停止经营

单位：万元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关于海口名仕化妆品发展有限公司债权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提速降费要求，自2018年7月1日
起，中国联通新老手机用户的省内通用流量升级为国内流量（不
含港澳台）。详情请咨询当地营业厅或10010，感谢您的支持！

温馨提示：您的2018年7月份账单、详单请以2018年8月5
日后查询结果为准。

同时，为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服务水平，我公司将于2018年6
月30日18时至2018年7月1日8时期间进行系统优化升级，届
时将影响部分时段业务办理，具体如下：

2018年6月30日18时至2018年7月1日8时期间无法办理
入网、补换卡、销户、实名补登、业务变更、话费和详单查询等业务。

如您有上述需求，请提前办理相关业务。由此给您带来的不
便敬请谅解，感谢您对联通公司的支持。

特此公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海土资美兰字〔2018］404号
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和《海南省加快

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我局已将海
南民源现代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海口市国用（籍）字
第G0411号土地证项下77.6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确权给天津
海得润滋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第十二条和《不动产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现决
定注销海口市国用（籍）字第G0411号土地证项下77.63平方
米土地使用权登记。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6月26日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8年7月6日 8时30分在我公司拍卖

大厅公开举行拍卖会，现拍卖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1、雷克萨斯越野车;参考价:85万，保证金:20

万元。2、丰田普瑞维亚小型普通客车;参考价:9万元，保证金:3

万元。

二、拍卖地点：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港澳申亚大厦九层海南

润丰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大厅

三、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日起至2018年7月4日。

四、收取保证金时间：2018年7月4日12:00前；以款到账为

准；收取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润丰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招商银

行海口国贸支行；账号：898900457310708；

五、特别说明：本次拍卖按车辆现状净价拍卖，整体购买优先，

车辆过户所产生的所有税、费、违章、过期年检均由买受人承担。

拍卖车辆成交后2个工作日交付。买受人须办理车辆的过户手续。

六、咨询、报名、拍卖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港澳申亚大

厦九层；联系电话：0898-31650777 18907588848张经理。

海南润丰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80706期）

抢鲜读
证券导报
SECURITIES

今
日

(P02)

(H01)

(H02)

沪指收跌逾1% 再创逾两年新低

险守2800点 上证50补跌

海南中行两百万爱心捐赠为贫困学子圆梦

海南召开金融精准扶贫工作推进会
累放扶贫小贷14.13亿元 惠及56918户

农行海南省分行与省国资委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P01)

海南本土首家寿险公司开业

(H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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