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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召开股东会的通知
海南衍宏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海南衍宏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将定于2018年9
月9日早上10：30于海口万国大都会B座14楼会
议室召开2018年上半年股东会，会议议题：1、公司
2018年上半年工作总结暨下半年工作计划 。2、更
换公司监事。 3、确认股权转让事宜。望各位股东
按时参加会议。

特此通知
海南衍宏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3日

召开股东会的通知
海南金港置业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海南金港置业有限公司将定于2018年9月9日

下午15：30于海口万国大都会B座14楼会议室召

开2018年上半年股东会，会议议题：1、公司2018年

上半年经营情况及下半年工作计划报告。2、确认股

权转让事宜。望各位股东按时参加会议。

特此通知
海南金港置业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3日

召开股东会的通知
海南衍宏中金投资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海南衍宏中金投资有限公司将定于2018年9

月9日早上11:30于海口万国大都会B座14楼会

议室召开2018年上半年股东会，会议议题：1、确

认股权转让事宜。望各位股东按时参加会议。

特此通知

海南衍宏中金投资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3日

召开股东会的通知
海南胤隆投资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海南胤隆投资有限公司将定于2018年9月9
日下午14：30于海口万国大都会B座14楼会议室
召开2018年上半年股东会，会议议题：1、公司2018
年上半年经营情况及下半年工作计划报告。2、确
认股权转让事宜。3、更换公司监事。望各位股东
按时参加会议。

特此通知
海南胤隆投资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3日

召开股东会的通知
海口衍宏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海口衍宏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将定于2018

年9月9日早上9：30于海口万国大都会B座14楼

会议室召开2018年上半年股东会，会议议题：1、公

司2018年上半年工作总结暨下半年工作计划。2、

确认股权转让事宜。望各位股东按时参加会议。

特此通知

海口衍宏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3日

白沙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白国土资让告字[2018]01号

经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白沙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法律另有
限制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可单独申请，也可联合申请，
竞买人属联合购买的，须出具联合各方共同体签署的合作协议。申请
人为自然人的须年满18周岁，境外申请人须提供境外公证部门的公
证书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文件。（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
竞得人，同一竞买人可多次报价竞买。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
请人可于2018年9月3日至2018年9月21日到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
镇方溪路8号国土资源局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22号窗口查询和购买《白沙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申请参加竞买。

五、申请人可于2018年9月3日至2018年9月21日到白沙黎族
自治县牙叉镇方溪路国土资源局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保证金
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9月21日16时00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
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8年9月21日16时
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二楼省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土地交易大厅进行。地块挂牌时间为：2018年9月13
日09时00分至2018年9月25日16时00分。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

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二）该宗地为净地，目前地块上无附着物、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

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地块周边可以满足
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

（三）宗地用途为教育用地。
（四）该地块应用于发展教育项目，两年内完成投资，投资总额不

低于550万元，项目用地投资强度不低于143.6万元/亩。
（五）竞买成交当场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30日内与我局签订

《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合同》，按《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合同》约定开工，涉
及水务、绿化、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和设计施工等应符
合国家、海南省的有关规定。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帐户
联系地址：白沙县牙叉镇方溪路国土资源局8号或海南省政务服

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
联系人：吴清波
联系电话：0898-27715862
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开户单位：白沙黎族自治县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
开户银行：工行白沙黎族自治县支行
银行账号：2201027309200008724

2018年8月23日

土地
位置

白沙县牙叉镇方溪路南侧

地块
编号

2017-BSYC-14

土地面积
（m2）
2554.9

土地
用途

教育用地

出让
年限
50

容积率
R≤1.1

建筑密度
≤30%

绿地率
≥40%

限高（米）
15

起始价
（万元）
101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01

规划指标要求

不动产权证书遗失声明 编号：201808230001
因权利人管理不善将以下六本不动产权证书遗失，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规定，申请补证，

以下六本不动产权证书作废。 临高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8年8月23日

序号 不动产权证书 权利人 不动产权利类型 不动产权单元号 不动产坐落 备注

1

2

3

4

5

6

临房权证临城字
第LC04167号

临房权证临城字
第LC04094号

临房权证临城字
第LC04095号

临房权证临城字
第LC04169号

临房权证临城字
第LC04168号

临房权证临城字
第LC04048号

吕海英

吕海英

杨伟东

杨伟东

梁学军

吕炫涛

房屋所有权证

房屋所有权证

房屋所有权证

房屋所有权证

房屋所有权证

房屋所有权证

469028100002GB 00023F 00080063

469028100002GB 00023F 00080064

469028100002GB 00023F 00010063

469028100002GB 00023F 00010062

469028100002GB 00023F 00080061

469028100002GB 00023F 00120001

临高县临高角旅游度假开发区海豚花园
2#公寓楼901号房

临高县临高角旅游度假开发区海豚花园
1#公寓楼1003号房

临高县临高角旅游度假开发区海豚花园
1#公寓楼1005号房

临高县临高角旅游度假开发区海豚花园
2#公寓楼905号房

临高县临高角旅游度假开发区海豚花园
2#公寓楼903号房

临高县临高角旅游度假开发区海豚花园
别墅A9幢

拍卖时间：2018年10月8日至9日
拍卖标的：海口市秀英区滨海大道102号中央商城A1028房产

（产权证号：HK338494）起拍价170万元，保证金17万元，加价幅度
0.5万元。

自8月31日起接受咨询，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本院不承担
瑕疵保证。有意者可看样，未看样视为对实物现状确认。

拍卖成交后持本院作出的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办理
过户时所涉及的一切税费和所需补交的物业费、水电费等欠费由买受
人自行承担。买受人还需自行了解是否符合购买条件，如拍卖成交后
无法过户，后果自行承担。银行付款方式：（户名：海口市秀英区人民
法院，开户行：海口农商行丘海支行，账号：1010853590000002）标
的物情况介绍详见琼联振房评字（2018）第10703号。

法院咨询电话：18689777330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2018年8月24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拍卖时间：2018年10月8日至9日
拍卖标的：海口市秀英区滨海大道102号中央商城A1030房产

（产权证号：HK338496）起拍价200万元，保证金20万元，加价幅度
0.5万元。

自8月31日起接受咨询，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本院不承担
瑕疵保证。有意者可看样，未看样视为对实物现状确认。

拍卖成交后持本院作出的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办理
过户时所涉及的一切税费和所需补交的物业费、水电费等欠费由买受
人自行承担。买受人还需自行了解是否符合购买条件，如拍卖成交后
无法过户，后果自行承担。银行付款方式：（户名：海口市秀英区人民
法院，开户行：海口农商行丘海支行，账号：1010853590000002）标
的物情况介绍详见琼联振房评字（2018）第10703号

法院咨询电话：18689777330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2018年8月24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拍卖时间：2018年10月8日至9日
拍卖标的：海口市秀英区滨海大道102号中央商城A2009房产

（产权证号：HK339824）起拍价65万元，保证金7万元，加价幅度0.3
万元。

自8月31日起接受咨询，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本院不承担
瑕疵保证。有意者可看样，未看样视为对实物现状确认。

拍卖成交后持本院作出的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办理
过户时所涉及的一切税费和所需补交的物业费、水电费等欠费由买受
人自行承担。买受人还需自行了解是否符合购买条件，如拍卖成交后
无法过户，后果自行承担。银行付款方式：（户名：海口市秀英区人民
法院，开户行：海口农商行丘海支行，账号：1010853590000002）标
的物情况介绍详见琼联振房评字（2018）第10703号。

法院咨询电话：18689777330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2018年8月24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8)琼0106执2713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8)琼0106执2713号执行裁定
书，本院将于2018年9月20日10时至2018年9月21日10时止在
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海口市滨海西路
88号海口美视旅游度假中心酒店式套房3号楼5层3-B603房。

起拍价:1，800，000元，竞买保证金:100，000元。增价幅度:
10，000元。咨询时间:自2018年9月10日起至2018年9月14日接
受咨询(双休日除外)，展示看样时间:2018年9月10日上午10至11
时(自行前往看样)。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9月20日10时前于淘宝网缴纳竞买
保证金。

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物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费均由买受
人自行承担;（3）房产的交易及过户按海南省政策执行。咨询电话:
0898-66130025(司法技术室)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5436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2018年8月16日

关于G98高速K294处波浪河桥梁
左幅全封闭施工交通管制的通告
由于G98海南环岛高速K294+038波浪河桥梁左幅 (乐东往三

亚方向)施工的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的行车安全和施工的顺利进行，
现对该桥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具体管制方案如下：一、管制时间：2018
年8月27日--9月27日，全天24小时封闭。二、管制路段：G98高速
公路渔港互通k294+400至崖城互通k287+040左幅（乐东往三亚方
向）长度为7360米。三、管制绕行线路：途经乐东往三亚方向的车辆
请从G98高速渔港互k294+400下高速，走255国道、还金路、225国
道，后转崖城互通上G98高速。届时途经管制路段的车辆，请按照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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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

本报万城8月23日电（记者王
黎刚）经过4轮的角逐，中国（海南）青
少年高尔夫精英赛23日在万宁市神
州半岛球会收杆。中国队以-58杆的
总成绩夺得冠军，马来西亚队（+8）和
泰国队（+43）分别获得了亚军和季
军。海南青少年球手在本次比赛中表

现出色，获得了4个年龄组的冠军。
本次比赛吸引了中国、新加坡、泰

国等国家和地区的90多名优秀青少
年球手参加。海南球手李林强、吴祖
旭、蔡丹琳和潘洁红分别赢得了男子
A组、男子C组、女子A组和女子B组
的冠军。其中，李林强打出了271杆

（-17），吴祖旭的成绩为281杆（-7），
蔡丹琳打出了271杆（-17），潘洁红
打出了268杆（-20）。李林强获得
2018年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暨欧巡
挑战赛正赛外卡。

在本次比赛中，表现最出色的球
手当属海南姑娘潘洁红。她在前3轮

比赛中，分别打出70杆（-2）、69杆（-
3）、66杆（-6）的好成绩。可以看出，
潘洁红一轮比一轮打得出色。在决赛
轮的较量中，潘洁红再接再厉，打出了
63杆（-9）的好成绩，刷新了精英赛青
少年高尔夫比赛最低杆的纪录。叶哲
荣、韩紫琳分别获得了男子B组和女

子C组冠军。
在本次比赛颁奖仪式上，马来西

亚Sport Excel公司和本次精英赛赛
事运营公司就发展青少年高尔夫球事
业问题签署了备忘录。未来，马来西
亚和海南将加强青少年高尔夫球事业
的合作。

中国（海南）青少年高尔夫精英赛万宁收杆

海南球手收获4个冠军

新华社印度尼西亚巨港8月23
日电（记者林德韧）攀岩项目23日
在印度尼西亚巨港扎卡巴林体育中
心完成了亚运会的首次亮相，中国名
将钟齐鑫在男子速度个人赛决赛中
被判犯规，遗憾收获银牌。

攀岩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正
式比赛项目，在2018年亚运会上也
首次被设立为比赛项目。

中国队在23日进行的速度个人
赛上表现出色，男队的钟齐鑫和女队
的何翠莲、宋懿龄均成功杀入四强。
在男子组半决赛中，钟齐鑫以0.01
秒的微弱优势险胜主场作战的印度
尼西亚名将阿斯帕尔。决赛中，钟齐
鑫出发时被判犯规，遗憾收获银牌。
伊朗选手阿里普尔获得该项目冠军。

“决赛没有把控好自己的重心，
一下子压出去了，被判犯规，很遗
憾。”钟齐鑫赛后说。

钟齐鑫介绍，在速度攀岩方面，亚
运会的水平基本上相当于世界水平，
阿斯帕尔等选手也都是世界前三名水
平。为打好亚运会，钟齐鑫和队友们
备战了大半年，对于该项目在亚运会
上的首次亮相，他表示：“首先让这个
项目被更多人了解，也展示这个项目
的魅力，会有更多人关注我们这个项
目，给这个项目带来很大的帮助。综合
性大赛更容易让人紧张，受关注度肯定
会比我们项目单独比赛更高一些。”

钟齐鑫表示，下个月将会有一场
世锦赛比赛，然后队伍会进行整体规
划，备战东京奥运会。

在女子组半决赛中，何翠莲和宋
懿龄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失误，遗憾
败给两名印度尼西亚选手，无缘决赛。

本届亚运会攀岩项目设立了6个
小项，除了23日进行的男女速度个人
赛之外，还有男女全能赛和速度接力赛。

攀岩项目完成亚运“首秀”
钟齐鑫为中国队摘下银牌

据新华社印度尼西亚巨港8月
23日电（记者林德韧）第十八届亚
运会网球女子单打半决赛23日结
束，中国选手张帅和王蔷均以2：0的
大比分战胜各自对手，成功会师决
赛，为中国网球女单提前锁定金牌。

这也将是中国网球连续第四枚
女子单打项目的亚运会金牌，与此同
时，中国队也将因为获得该项目冠军
而拿到一个2020年东京奥运会女子
单打的参赛席位。

经过两个多小时苦战，张帅顶住

压力以6：4、7：6（6）的比分击败印度
选手拉依娜。

张帅赛后说：“因为这两天一直
拉肚子，所以感觉身体状况很不好，
然后又是比较高温的情况下，所以真
的是拼尽全力完成任务。”张帅所说
的任务就是与王蔷守住各自半区会
师决赛，任务完成，张帅心里的一块
石头已经落地：“我一直告诉我，自己
坚持这最后一场球，因为我们至少已
经锁定了一个奥运会的资格了，所以
非常开心。”

中国队锁定网球女单四连冠

获男子吊环冠军

亚运会奖牌榜

(截止8月23日 22:40)

邓书弟

1 中国 55 40 21
2 日本 25 28 33
3 韩国 16 20 27
4 伊朗 10 9 8

5 印尼 8 6 10
6 泰国 6 4 16
7 朝鲜 6 2 5

23日，在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举行的第18届亚运
会体操男子吊环决赛中，中
国选手邓书弟获得金牌，日
本选手野野村笙吾获得银
牌，中国台北选手陈智郁获
得铜牌。

新华社发

国内青少年
三亚体验驾帆乐趣

本报三亚8月23日电（记者王黎刚）肯德基
“ON ONE’S OWN”青少年帆船体验营第二期
活动在三亚半山半岛港结束。本次体验营包括航
海知识科普、实操op帆船组装和出海航行体验。

参加本次体验营的“小小航海家”们来自全国
各地，他们身着专业服装，在教练的指导下学习海
洋知识，其中包括“三亚号夺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

“背后的故事”、“生动有趣的海洋知识”“动手打绳
结”。除了知识课堂，孩子们还亲自动手，学习op
帆船的组装。小学员们均表示，看起来很简单的
组装和撑帆过程，在一个小时的学习过程中，具有
很强的挑战性。

扬帆出海是活动最后一项体验项目，在教练
的带领下，孩子们身穿救生衣，分3组登上万舟乐
航号。在水手的带领下，孩子们一同撑帆、打绳
结、离岸、出海。

C罗：转会尤文是“宿命”
据新华社罗马8月22日电 前皇马球星C罗

转会尤文图斯之后，有可能成为有史以来第二位
在3个不同俱乐部夺得欧冠冠军的球员。C罗表
示，加盟尤文是一种宿命。

在新赛季开始之前，C罗以1.12亿欧元的天
价转会尤文图斯，是今年夏天最引人关注的转会
交易之一。

C罗说：“在生命中有些事情就像是宿命，比
如这件事情。我从未想到会在这支队伍效力，但
是有些事情很自然地发生了。对我来说，这是一
个很容易的决定。我在马德里的日子很棒，我赢
得了所有的东西，我的家人也在那里生活。但是，
这已经是过去的一部分，我想试着在这家俱乐部
写下新的故事。”

在18日和切沃队的比赛中，C罗上演了加盟
意甲之后的正式比赛首秀。除了没能进球之外，
他的表现相当出色，尤文图斯也以3：2获胜。

C罗说：“我很开心。球队的实力非常强，众
所周知，尤文是全世界最好的俱乐部之一。我喜
欢他们的训练方式，他们的心态。他们有特别的
方法，非常非常职业，所以我感觉很好。”

尤文图斯已经在意甲联赛中赢得七连冠，而
且连续4个赛季成为联赛和杯赛的“双冠王”。不
过，他们上一次赢得欧冠冠军还是1996年的事情。

C罗已经5次夺得欧冠冠军，其中首次夺冠
是在2008年跟随曼联，另外4次都是在皇马。此
前，只有西多夫曾经随3支不同的球队夺得过欧
冠冠军。

关注亚运会

张帅在比赛中回球。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