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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现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8年7月11日上午10时以现状、净价

公开拍卖：1、63头海南和牛（生物资产），参考价为100.17万元，竞买

保证金为50万元；2、琼AKQ113大众越野汽车一辆，参考价为9.8万

元，竞买保证金为5万元。

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8年7月9日。展示地点：海口市琼

山区云龙镇云岭村委会博禄村井头坡。有意者请于2018年7月10

日下午5时前与我公司人员联系了解详情并办理相关竞买手续。

拍卖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38号华银大厦508室

联系电话：13976113925 熊先生

海南国拍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文昌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中止文集建试（2017）-11号

地块挂牌出让活动的公告
我局于2018年6月2日《海南日报》A08版刊登的《文昌市农村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文集土告字〔2018〕第2
号），现因拟挂牌出让的文集建试（2017）-11号地块权属存在异议，
须进一步处理清楚，出让人文昌市会文镇阳光村民委员会赤坎村民
小组撤销文集建试（2017）-11号地块的挂牌出让公告，中止挂牌出
让活动。

特此公告
文昌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7月2日

海南南海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1000万股股份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806HN0052号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转让海南南海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1000万

股股份。
一、基本情况：海南南海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12

月16日，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公司主营范围：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
（网络信息服务）、互联网广告服务（网络广告）、会员服务。截止评估基
准日2017年9月30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36,057.97万

元(折合7.21元/股)，本次转让1000万股股份对应评估值为7210万元。
二、本次挂牌转让1000万股，挂牌价7210万元（7.21元/股），公

告期为2018年7 月2日至2018年7 月3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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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zy.hi.gov.cn）查询。

联系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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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26郭先生、66558023徐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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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7月2日

本院根据申请人张跃的申请于2017年11月24日裁定受理
海南振业实业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4月27日指
定海南万理律师事务所担任海南振业实业有限公司清算组。海
南振业实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7月31日前，向海南
振业实业有限公司清算组（通讯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珠江广场
帝豪大厦三十层；邮政编码：570105，联系电话：0898-
68525018、685262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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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要求承担为审查和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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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振业实业有
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海南振业实业有限公司

清算组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8月10日15时00分在第二法庭召开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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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提交营业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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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O一八年六月十九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琼01强清1号

十大球迷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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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迷有奖竞猜

下期竞猜（第十六期）

竞猜场次
巴西VS墨西哥

（开球时间7月2日22∶00）
竞猜：该场比赛的结果为：

A、巴西胜 B、墨西哥胜 C、战平

7月2日

22：00直播
巴西VS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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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VS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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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陈丽娜）越来越多的女生开始懂
得欣赏足球运动，并享受着足球带来
的激情与快乐。报名参加“海南首
届十大球迷评选”的“阳阳小希”就
是这样的一位女球迷。

小希告诉记者，她小时候，只要
有球赛就被哥哥拽着一起看球。
2015年，海南成立第一支职业足球

队，小希有时间便跟着球队“南征北
战”，她在助威团中担任着击鼓和领
喊。“看球也是缓解工作和生活压力
的方式，喊一喊很爽。”小希说，因为
自己也有一份行政工作，所以看球只
能是利用双休日的时间，这些年，她
曾到长沙、广州、武汉等地观看海南
队比赛。

作为一名普通的球迷，她每次看

球都要算路线，研究怎么省钱。最让
小希难忘的一场球赛是在去年10月
7日，当时海南海口队在包头参加非
常重要的一场比赛。小希独自一人
坐飞机到银川，再坐火车到包头，再
打车去球场。“没想到在包头火车站，
钱包被偷了，手机屏幕也摔碎了。后
来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才赶到了球
场。”小希回忆此事时说，当时就觉得

自己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
很幸运的是，那场球赛，海南海口队

赢了球，回程班机
上，小希还遇上了球
队。小希说，"那时
候就觉得一切都值
了。我一直觉得球
迷到现场支持，也是
球队赢球的动力。”

海口队铁杆女球迷“阳阳小希”

到省外赛场给海南队加油

巴西队要慎防对手
快速反击

巴西VS墨西哥
鹿死谁手不好说

毫无疑问这将是一场激情四射的对攻战，巴
西队实力高出一筹，但墨西哥队的快速反击威力
巨大。这场比赛鹿死谁手还真不好说。

世界两大球星梅西和C罗领衔的阿根廷队和
葡萄牙队已经出局，在随后的比赛中球迷们看不
到C罗和梅西的表现了。如果内马尔率领的巴西
队再出局，那世界杯可失色不少。

墨西哥队尽管实力不如巴西队强，但他们在
世界大赛上可真不怕巴西队，在2005年联合会杯
和2007年美洲杯的小组赛上，墨西哥队均小胜巴
西队。在上届世界杯上两队战成0：0。小组赛
上，巴西队已经渐入佳境。核心球员内马尔犀利
的突破和传球给对手造成了较大的威胁。热苏斯
以及库蒂尼奥状态也不错，在2比0击败塞尔维
亚的比赛中，巴西队基本控制了局面。由内马尔，
热苏斯以及库蒂尼奥组成的三叉戟，威力十足，墨
西哥队的后防线可要小心了。

墨西哥队小组赛前两场比赛表现惊艳，但最
后一场比赛却大比分负于瑞典队，这说明该队发
挥不是很稳定，踢顺了谁都能赢，一旦踢不顺，输
给谁都不意外。

比利时VS日本
比利时人不能掉以轻心

这场比赛日本队获胜的希望不大，但比利时
人也不能掉以轻心。能进16强的球队没有一支
是弱旅，像哥斯达黎加队在上届比赛中进8强的
奇迹，日本队没准能重复一次。

不看不知道，日本队此前对阵比利时队的战
绩占优，两队共交手5次，日本队2胜2平1负稍
占优势。最近的一次比赛在去年11月，比利时队
1：0战胜了日本。日本队的主帅西野朗赛前有信
心但很低调，他说，日本队的实力确实和比利时队
有一些差距，但并非一边倒。我们要在对阵比利
时队的比赛中积极跑动，把对波兰队比赛中没跑
的距离都补回来。

比利时的媒体赛前信心爆棚，他们认为日本
队只是比利时队的“开胃菜”。这么说也并非盲目
自信，比利时队球星云集，三条线的核心球员均是
英超的顶级球星，球队求胜欲望很强。在善于传
控的比利时队面前，日本队很难取胜。

■ 王黎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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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在2018俄罗斯世界杯期间举办

“我为球狂·2018世界杯首届海南球
迷节”，作为活动的一大亮点，南海网
推出“美女球迷三人行”会客厅节
目。这是一档“不严肃”的说球节目，
邀请美女嘉宾一同聊球，在这里可以
看到女球迷既有颜值又有观点的另
类球评。

男士看球是啤酒和烤串，女球迷
聚在一起看球又是何种场景？第一
期节目，南海网主持人天琴请到新
浪主播高艺洋、海口观澜湖高管宋
宁。“熬夜看球，吃什么，又怎么护
肤？”看球的关键时刻，还要想着减
肥和美丽的“小仙女”要如何抉择？
大家还聊到“看球应该何种装备，才
是对比赛的尊重？”加上历年来各国

球迷的精彩图片让大家捧腹，抢足
了球星的风头。

南海网“美女球迷三人行”会客
厅第二期开聊，谈谈“那些年我们追
过的球星”。资深球迷“老贺”和李政
云参与话题讨论，并带来了他们珍藏
的“追星故事”。

“老贺”最爱意大利球星巴乔，曾
去到书店几十趟，终于买到了巴乔的
自传《天上的门》。李政云喜欢C罗和
梅西，喜欢他们最初是始于颜值，最后
却被他们敬业和拼搏的精神折服。

喝酒、夜不归宿、在家看球很吵、
为了看球不分担家务、不照顾孩子
……老公（男友）的这些行为是女生
最不能忍。“美女球迷三人行”会客厅
第三期，来听听美女们如何吐槽大爱
世界杯的球迷男友或球迷老公。

“吐槽”也不是真吐槽，大部分女
性朋友都会让老公（男友）在世界杯
期间“放飞自我”，毕竟世界杯四年才
有一届。男性朋友们，老婆（女友）

“吐槽”你，只是担心你熬夜伤身，希
望你多多陪伴她们。

南海网推出“美女球迷三人行”节目

美女嘉宾一同聊球

■ 果今

世界杯两位“流量之王”一夜双
输，让人无可奈何。梅西和阿根廷
队、C罗和葡萄牙队纷纷止步世界
杯16强，莫斯科真的是一座有魔力
的城市。

从加里宁格勒回莫斯科的路上，

我在机场看了阿根廷对法国的淘汰
赛，虽然来俄罗斯的阿根廷球迷众
多，但由于加里宁格勒的最后一场小
组赛是两大欧洲劲旅英格兰和比利
时的交锋，因此，在机场看球支持法
国队的球迷更多。中间夹杂着一些
零星穿阿根廷球衣的球迷，不过，在
大家为法国队忘情欢呼的时候，这些

穿阿根廷队服的人们都不吱声，其
实，不是阿根廷队踢得不好，而是实
力上确实不如法国队。

像传染病一样，阿根廷队输球后
不久，葡萄牙队也出局了。梅西、C
罗这两位球星都离开了，有人开玩笑
说，想要看这两人相遇，只能去机场
了。莫斯科魔力真大。这次世界杯

在开始前就足见了俄罗斯的威严，意
大利、荷兰这样的劲旅来都来不了。
进入决赛圈后，想要“攻下”莫斯科的
人不在少数，但目前看，随着德国队
和梅罗出局，法国、西班牙、比利时成
为最后有可能“攻下”莫斯科的足球
军队。当然，也不能忘记主场作战的
俄罗斯队。 （7月1日发自莫斯科）

莫斯科是有魔力的大城

俄罗斯点杀西班牙进八强

美女球迷三人行
——“吐槽”世界杯期间的“假男友”

扫码观看南海网独家策划视频：

投票页面二维码

7月1日，一名俄罗斯队球迷在
比赛前造势。 新华社发

专题 值班主任：邹永晖 主编：罗清锐 美编：张昕

康芝药业研发的全球首个手足口病治疗药物获美国专利授权
6月26日，国内知名儿童药上市

企业康芝药业发布《关于公司取得美
国专利证书的公告》。公告显示，公
司于近日收到美国专利商标局颁发
的专利证书一份（ 专利号：US 9，
872，875 B2 ）。该专利首次揭示了
一种P2X受体拮抗剂的新用途，用
于发挥预防或治疗手足口病的作用。

手足口病是由多种人肠道病毒引
起的一种儿童常见传染病，发病人群
以5岁及以下儿童为主，重症死亡主
要集中在3岁及以下儿童。同一儿
童可因感染不同血清型肠道病毒而

出现多次发病。据我国疾病控制中
心的统计，2017年度全国报告的手
足口病达1，929，550例，其发病率和
死亡病例数均高居国家丙类传染病
的第一位。手足口病已成为严重危
害儿童健康的高发传染病。目前，国
际上针对肠道病毒无特异抗病毒药，
以支持和对症治疗为主。临床上迫
切需要研发专门的药物，来治疗已经
感染发病的手足口病患者。

康芝药业长期专注儿童健康，着
力研发儿童手足口病专用抗病毒药
物——注射用苏拉明钠。苏拉明钠 康芝药业研发的全球首个手足口病治疗药物获美国专利授权。

在国外已有多年的临床使用（包括
儿童使用）经验，临床疗效明确，毒
副作用已知和可控，并被世界卫生
组织分别收录进《基本药物目录》和
《12岁以下儿童基本药物目录》。3
月28日，由康芝药业全资子公司提
交的注射用苏拉明钠临床试验申
请，已获得国家食药监总局受理。

如临床试验成功并获许生产，将成
为全球首个治疗手足口病的新药。

此前，康芝药业研发的苏拉明钠
治疗手足口病新适应症已通过PCT
申请国际发明专利，并先后在中国、
日本、新加坡获得发明专利授权。本
次美国专利的取得，将有利于进一步
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对未来的生产

经营有积极影响，有利于进一步发挥
公司的自主知识产权优势，为世界
儿童手足口病患者带来福音。

作为国内知名儿童药上市企
业，康芝药业主要从事儿童药的研
发、生产与销售业务，是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康芝药业秉承“诚善行药、
福泽人类”的企业宗旨，奉行“做医
药精品，做专业市场”的经营策略，
积极践行“儿童大健康战略”和“精
品战略”，致力于成为中国儿童大健
康产业的领航者。

（撰稿人/图片提供：曾明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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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俄罗斯1：1西班牙(90分钟)

点球俄罗斯4：3胜

进球：在点球大战中，俄罗
斯队 4 罚全中。西班牙队科
克、阿斯帕斯罚失，止步16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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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队的伊格纳
舍维奇以38岁352天的年
龄成为世界杯舞台上打进
乌龙球最年长的球员。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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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7 分钟，俄罗斯
队做出换人调整，叶罗欣
将库兹亚耶夫换下。这
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
出现第四次换人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