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雅加达9月2日电）

代表队 金牌 银牌 铜牌 总计

中国 132 92 65 289

日本 75 56 74 205

韩国 49 58 70 177

印度尼西亚 31 24 43 98

乌兹别克斯坦 21 24 25 70

伊朗 20 20 22 62

中国台北 17 19 31 67

印度 15 24 30 69

哈萨克斯坦 15 17 44 76

朝鲜 12 12 13 37

亚运会奖牌榜（前10名）

关注亚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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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次公开竞争性出售交易将同时面向国内外投资者。如需
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的描述、资产的情况、注册程序、交易时间
表等详情，请阅读刊载于网站www.coamc.com.cn上的交易公
开竞争性出售邀请函全文。

本次资产处置采取公开竞价方式。欲参加本次公开竞价资
产转让的交易对象（以下称“投资人”），须为具有相应购买能力
的、在中国境内外注册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
组织或自然人。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投资人不得为下列人员：国
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中国东方资产管理
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本
次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和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
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与参与本
次交易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相关国有企业债务人及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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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
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该公告有效期自发布
之日起至2018年9月18日。

联系人：符先生、冼先生
联系电话：0898-665631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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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66507721（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0898-66563202(我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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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563046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18年9月3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关于公开竞争性处置成都市雅仕达建筑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不良债权资产的公告

交易编号：[COAMCHN201801]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以公开竞争性出售方式处置以下金融不良资产（“本交
易”）。本交易拟采用密封递交公开竞争性报价的方式。

本交易所涵盖的债权资产涉及1户借款人，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债权名称
成都市雅仕达建筑装饰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债权

所在地
四川省
成都市

币种

人民币

本金

99,425,585.86元

利息

5,654,989.22元

担保情况
土地、房产抵押；股
权质押；保证担保

当前资产状况

企业正常经营

海南南方拍卖有限公司竞租公告
（第20180919期）

受委托，定于2018年9月19日上午10时在我司拍卖大厅公
开竞租以下标的物：

一、标的物名称：位于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玉堂南路和南一环
路交汇处43892.62m2工业用地的20年租赁权。参考价：200万
元/年租金；竞租保证金：500万元 。

二、报名及展示时间：2018年9月3日至2018年9月18日16

时止。
三、报名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法人，不允许竞租

人联合参加竞租（标的物不接受中介机构和个人报名）。
四、注意事项：本次参加竞租的主体公司，成交后要保持与签订

土地租赁合同及实际实施经营的一致性，主体及其机构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不得中间变更，不得以变更主体进行租赁经营的转租分租。

有意竞租者请来我司领取标的物《竞租文件》，并于2018年9
月18日16时前缴纳竞租保证金（以到账为准）及办理竞租手续。

地址：海口市国贸路13号森堡大厦七、八楼。
电话：66531951、13307577713林先生、13876269988谭先生

供 求

▲儋州那大广场花园农家菜馆不

慎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

一 本 ， 注 册 号:

469003600280518，声明作废。

▲陵水椰林北斗宠爱有加宠物店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69034601100505，声明作废。

▲海南省工业技术发展中心不慎

遗失已填开的海南增值税专用发

票（发票联及抵扣联）一份，发票代

码 ：4600163130，发 票 号 码 ：

04723888，已盖发票章，声明作

废。

注销公告
海南省热带经济作物推广站拟向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

自2018年9月1日起90日内向本

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东方众联海运有限公司(工商注册

号:469007000005888)拟向东方

市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

45天内前来办理相关事宜。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889912934

招租广告
我司位于海口市白龙南路10号，
现有一面积约600m2的场地对外
出租。如有意者可电话联系，联系
电话65385259。

海南华盈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皇伟贸易有限公司遗失海

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

山支行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

核 准 号 ：J6410027248002，账

号：1011203200000171，声明作

废。

▲ 屯昌传东槟榔加工专业合作社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信用代

码：93469026098705171G。以及

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东方众联海运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信用

代 码 证 为:

91469007687280562P，声 明 作

废。

▲海口美兰飞祥航空售票处遗失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证件编

号 ：460108600324162，声 明 作

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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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广告：标题（字数在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买五送二
广告热线：66810111、66810582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新闻大楼1楼广告中心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

海口地区发行站办理《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特区文摘》、《证券导报》、《法制时报》等报刊的征订、投递、零售和会议用报等业务，办理分类广告、夹报广告、旧报回收及其它业务。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976011507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
发布，消费
者 谨 慎 选
择，与本栏
目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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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92037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307616119
临高 18976200968

儋 州 18976200968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3005018185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8976113800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求购海口市内办公用房
面积:8000m2-12000m2

联系人:徐先生 13322020618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致御海·珊瑚宫殿项目东楼、西楼1041户业主：
御海·珊瑚宫殿为我司开发的高端住宅项目，前期为回馈业

主，御海·珊瑚宫殿项目全部配套停车位供全体业主免费使用已
达五年。为收回我司项目投资成本，现向全体业主邀约长期租赁
本司所有的御海·珊瑚宫殿地下118个车位，具体公告如下：

一、邀约可承租业主范围：御海·珊瑚宫殿东楼、西楼共计
1041户业主，每户业主均有一次抽签资格，抽中后可签约承租
一个御海·珊瑚宫殿项目地下车位。

二、车位租期：63.5年（2018年10月27日起---2082年4月
27日止），详见《车位租赁合同》。

三、车位租金：每个车位63.5年租金228600元。
四、承租流程：在本次车位租赁事项需经过公告、资格确认、

抽签、签约、车位交付使用五个流程。
（一）资格确认：2018年9月20日至2018年9 月26日为资

格确认期。业主本人或业主委托代理人需携带下列相关证件，
到御海·珊瑚宫殿大堂原301惠民诊室办理抽签资格证。抽签
资格证发放按从小到大的编号进行排列。业主需携带资料如
下：1.自然人业主：业主房产证原件（或者购房合同原件）及复印
件、业主身份证或户口本原件（出示）及复印件各一份。2.法人业

主：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介绍信或公证授
权委托书、业主房产证原件（或购房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代
理人身份证原件（出示）及复印件各一份。3.授权委托代理人：授
权委托代理人需携带经公证过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复印件、业
主房产证原件（或购房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受托人身份证原件
（出示）及复印件各一份。

（二）抽签、签约：2018年9月28日上午御海·珊瑚宫殿项目地
下车位出租抽签及签约在清水湾假日酒店一层宴会厅进行。业
主或业主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及车位出租抽签资格证入场，
当日9:00--9:30为签到时间。我司工作人员及公证员将在10
点开始组织在场业主或业主委托代理人，凭车位出租抽签资格证
从小到大的编号进行抽签，先抽中的业主优先选择车位。并当场
签署《车位租赁合同》及《车位物业管理合同》。

（三）出租车位交付：《车位租赁合同》签订后，业主缴纳完成
全部车位租金后五个工作日内，业主凭车位出租合同及缴纳租金
发票和车位管理费收据到物业公司办理车位移交。

特此通知。
海南陵水御海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二○一八年九月三日

御海··珊瑚宫殿地下车位出租邀约公告

2022相约杭州，亚运会正式进入

本报海口9月2日讯（记者王黎
刚）经过16天的角逐，第十八届亚运
会2日闭幕。在本届亚运会上，参赛
的4名海南选手表现突出，共获得了
1金1银2铜的成绩。这是我省参加
历届亚运会人数、项目最多的一次，
也是成绩最好的一次。其中，奖牌分
量最重的是毕焜夺得的男子帆板
RS：X级冠军，这是我省在亚运会上
赢得的第一枚奥运项目的金牌。

海南参加亚运会的4名选手分别
是毕焜（男子帆板）、高盼（女子跆拳
道）和袁也淳、杜墨涵（男女高尔夫

球），他们一人获得一枚奖牌。
在本届亚运会上，率先夺牌的我

省选手是女子跆拳道67公斤以上级
选手高盼。今年23岁的高盼在前两
场比赛中分别淘汰了一名尼泊尔选
手和中国台北选手，进入了4强。半
决赛中，高盼的对手是实力强劲的韩
国选手李多彬。开赛后高盼先声夺
人，以2：0领先。此后的比赛被李多
彬掌控，她先是击中高盼头部得3分，
第一节比赛结束，高盼以2：7落后。第
二节比赛，高盼试图反击缩小比分差
距，但李多彬没给高盼更多得分机

会。最终，高盼获得了该项目的铜牌。
高盼原籍河南，2012年加入海

南省跆拳道队，是海南培养出的一名
优秀选手。2017年，在天津全运会
跆拳道比赛上，高盼夺得女子67公
斤以上级银牌。在2018年全国跆拳
道锦标赛中，她夺得了女子73公斤
级冠军。

在本届亚运会上，袁也淳、杜墨含
分别代表中国高尔夫球队参加团体
赛和个人赛。高尔夫球团体赛和个
人赛均赛4轮。在个人赛中，杜墨含
前两轮发挥得非常出色，一度暂居头

名。可惜的是，在随后两轮比赛中她
背上了“心理包袱”，最终，杜墨含名
列个人赛第8名。中国女队赢得了
团体赛铜牌。

在高尔夫球男子团体赛的较量
中，袁也淳与队友金诚、张华创、陈逸
龙的团体成绩为843杆，低于标准杆
21杆，落后7杆获得团体银牌。这是
自1986年中国男子组队参加亚运会
高尔夫项目以来，第一次在团体项目
上获得奖牌。

海南选手毕焜最后一个出场，他
为海南在亚运会上实现了奥运项目金

牌“零的突破”。在男子帆板RS：X级
较量中，毕焜实力强劲且发挥出色，15
轮比赛中有11轮，他都获得第一名。

今年23岁的毕焜，2014年加入海
南队。身高1米9的毕焜是一名身体
条件出众、颇具潜力的选手，近几年成
绩提升很快。2016年，毕焜在全国帆
船帆板冠军赛中夺得冠军。今年6月，
毕焜代表中国队参加第17届亚洲帆
船帆板锦标赛，夺得冠军。出征亚运
会前，毕焜在2018帆船世锦赛男子帆
板RS：X级比赛中获得第九名，取得
2020年东京奥运会入场券。

第十八届亚运会闭幕

海南选手收获1金1银2铜
是我省参加历届亚运会人数、项目最多、成绩最好的一次

新华社雅加达9月2日电（记者刘
宁 余谦梁 夏亮）再见雅加达，2022
相约杭州！第十八届亚运会2日在
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闭幕，下届赛
事将于2022年在中国杭州举行。

当晚闭幕式在雨中上演，轮滑兼
速滑运动员郭丹手擎鲜艳的五星红
旗进入朋加诺体育场。中国代表团
派出845名运动员参加了本届亚运
会38个大项、376个小项的角逐，连
续十届蝉联金牌榜榜首。

令人欣喜的是，中国代表团在三
大球项目上比上一届迈进了一大
步。尽管中国U23男足被挡在八强
门外，以B队参赛的男排最终位列第
九，但中国队包揽男、女篮金牌，女排
夺冠，女足获亚军。在游泳、田径项
目上，刘湘、孙杨、苏炳添等多名运动
员在26个项目上的成绩排名进入本
年度世界前十；游泳9个小项世界排
名前三，其中女子50米仰泳、男子
4X100米混合泳接力、男子400米自
由泳世界排名第一。

由雅加达和巨港联合举办的本
届亚运会吸引了来自亚洲45个国家
和地区的1万多名运动员，参加了40
个大项、465个小项的比赛。奖牌榜
上，中国队以132金92银65铜继续
高居榜首，日本队以75金56银74铜
位列第二，韩国队以49金58银70铜

排名第三。尽管与上届相比，日本队
超越韩国队排到第二，但亚洲体坛总
体格局未有大的变化。

本届亚运会共打破6项世界纪
录。刘湘在泳池里劈波斩浪，让尘封9
年的女子50米仰泳世界纪录就此作
古。苏炳添在田径赛场一骑绝尘，以9
秒92重新定义亚运会男子百米速度。
18岁的日本选手池江璃花子勇夺6金2

银，当选本届亚运会最有价值运动员。
闭幕式表演精彩纷呈。在雨中，

来自亚洲各地的音乐家、舞蹈家们载
歌载舞，向世界展示“亚洲能量”。

亚奥理事会主席艾哈迈德亲王
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

当地时间20时02分许，艾哈迈德
亲王将亚奥理事会会旗交给杭州亚组
委主席、中国奥委会主席、国家体育总

局局长苟仲文。杭州亚组委副主席兼
秘书长、杭州市市长徐立毅从苟仲文
手中接旗，标志着亚运会正式进入“杭
州时间”。随后，现场奏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歌，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杭州亚运城市宣传片出现在体
育场的大屏幕上，以《向往》为主题的

“杭州时间”文艺演出亮点纷呈。
杭州杰出市民代表、阿里巴巴集

团董事局主席马云手牵着捧来“西湖
之水”的杭州女孩和来自杭州的世界
游泳名将孙杨一起登场，共同发出盛
情邀约——2022，杭州欢迎全亚洲
体育健儿和朋友们到来！

在全场观众热烈的欢呼声中，
2022年第十九届亚运会会徽“潮涌”震
撼升起。杭州告诉亚洲与世界——
2022，相约杭州，相约杭州亚运会！

第十八届亚运会闭幕式现场。 新华社发

本报海口9月2日讯（记者王黎刚）NBA球
星德怀特·霍华德2日晚在海口万达广场和海口
球迷见面并举行签售会。霍华德对海南日报记者
说，每年来到中国是他最为期待的行程，与中国球
迷见面互动总让他充满能量。他喜欢海口，很爱
海口。

霍华德在海口的人气颇高，他一走进海口
万达广场临时搭建的三人篮球场，在场数百名
球迷高声尖叫。见面会上，举行了初中组和高
中组三人篮球对抗赛，霍华德分别为冠军球队
颁奖。霍华德还客串了一回教练，现场指导海
口十多名6岁至12岁的篮球少年球技。此外，
霍华德还参观了匹克海口首家7S店并进行现
场签售。

霍华德每到一站都要学习当地文化，在哈尔
滨，他现场学习了如何表演二人转的转手绢及二
人转舞蹈。在海口也不例外，他开心地跳起了竹
竿舞。

8月26日，匹克签约球星德怀特·霍华德开
启了今夏的中国行之旅，先后造访了北京、哈尔
滨、武汉、合肥和海口五座城市，将运动与快乐带
给了当地篮球爱好者。

霍华德8次入选NBA全明星阵容，8次入选
NBA最佳阵容，5次入选NBA最佳防守阵容，5
次当选NBA篮板王，连续2次荣膺NBA盖帽王。

NBA球星霍华德
和海口球迷见面

新华社纽约9月1日电 在1日进行的美网男
单比赛中，五届美网冠军得主费德勒以6：4、6：1
和7：5战胜克耶高斯，跻身16强。

身为赛会二号种子的费德勒总共拿下51个
制胜分，其中包括第三盘中一个不可思议的正手
绕柱球。

赛后，费德勒谈到这个击球时说：“这需要好
的脚步移动和一点运气。”

如果不是费德勒两盘领先，第三盘的争夺也
许会更加扣人心弦。在首盘比赛的第七局，克耶
高斯一度手握4个破发点。如果他能抓住一个，
比赛的走势也许就会改变。

费德勒说：“如果他能够破发，可能会拿下第
一盘。当时他发出了很多ACE球，状态正佳。”

然而，费德勒闯过了这一关，并且成功破发。
在赢下首盘之后，费德勒从第二盘开始控制住了
局面。

克耶高斯说：“他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领跑
者。一旦他取得领先，你就很难能有办法了。”

在16强战中，费德勒的对手将是来自澳大利
亚的米尔曼。如果能够取胜，费德勒将第13次闯
入美网8强。米尔曼是首次在美网这样的大赛中
进入16强，他在本轮比赛中以6：4、4：6、6：1和
6：3淘汰了哈萨克斯坦的库库什金。

当天其他焦点战中，焦科维奇以6：2、6：3和
6：3轻取加斯奎特，而2014年美网冠军得主西里
奇苦战五盘以4：6、3：6、6：3、6：4、7：5逆转战胜
了19岁的澳大利亚新星米尼亚乌尔。

费德勒战胜克耶高斯
晋级美网16强

杭州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