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纽约 9月 3日电 （记者
潘毅）中国选手张帅 3日与澳大利
亚选手皮尔斯搭档险胜美网混双2
号种子、美国的梅里查尔和奥地利
的马拉克，杀入四强。这是今年29
岁的张帅首次晋级四大满贯赛事的
半决赛。

今年30岁的皮尔斯是主攻双打
的选手，目前世界双打排名第四，去
年曾达到第二。在今天历时1小时
44分钟的对决中，张帅和皮尔斯首
盘 3：6告负，第二盘又错失 4：2领
先的大好局面，被逼入抢七，最终以
9：7险胜。美网双打的决胜盘采用
直接抢十赛制以缩短时间。第三盘
比赛在对手已 9：7 领先取得赛点
时，张帅和皮尔斯连拿4分以 11：9
反败为胜。

目前，张帅还和澳大利亚选手斯
托瑟搭档进入了美网女双八强，明天
将与俄罗斯选手帕夫柳琴科娃和拉脱
维亚选手塞瓦斯托娃的组合争夺一个
四强席位。

此前，张帅还参加了女单比赛，但
在首轮不敌赛会12号种子、去年温网
冠军西班牙的穆古鲁扎。

今天女单16进8的比赛继续进
行。最大冷门是赛会22号种子、俄罗
斯名将莎拉波娃连失两盘败给赛会
30号种子、西班牙选手纳瓦罗。在历
时一个半小时的较量中，莎娃本想以
自始至终的强力发球和大力正反手击
球一举击溃对手，但最终却以8次双
发失误和38个非受迫性失误的惨痛
数据败北。

今天还是纳瓦罗30岁生日，赛

后在主持人的指挥下全场观众齐声
高喊“生日快乐”，纳瓦罗激动得泪流
满面。

今天另外三场女单比赛的结果
是：去年美网亚军、美国选手基丝直
落两盘击败斯洛伐克选手齐布尔科
娃；曾在第二轮战胜赛会2号种子、
今年澳网冠军沃兹尼亚奇的乌克兰
老将朱莲科2：1淘汰16强中唯一20
岁以下选手、捷克19岁小将冯德劳
绍娃；日本混血选手大坂直美2：1力
挫白俄罗斯选手萨巴伦卡，首次晋级
美网八强。

由于日本男选手锦织圭今天也杀
入美网男单八强，美网历史上首次出
现日本男女选手一同进入单打八强。

在女单八进四的比赛中，纳瓦罗
将挑战基丝，大坂直美将对阵朱莲科。

张帅晋级美网混双四强
莎娃止步女单16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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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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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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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刘雪薇女士：（身份证号码：230713******50026）

我司于2018年7月10日给您寄出的《返岗通知书》中明确通知
您务必于2018年7月13日中午12：00前到用工单位中建一局集团
第五建筑有限公司(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北里1号鲁班大厦
1107室)报到，联系人：侯乃毅，并就您自2018年4月30日以来不到
岗上班的情况向我司及用工单位作出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关依据。然
而，截止到2018年7月13日下午18点止，您仍未到北京市朝阳区定
福庄北里1号鲁班大厦1107室报到，也未向我司及用工单位提供任
何说明及证据。为此，我司及用工单位认定您自2018年4月30日以
来，共计54天不到岗上班的行为属于旷工，已违反我司及用工单位
的规章制度。现我司依据《派遣员工劳动合同》、《易才派遣员工手
册》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9条的相关规定正式通知
您，我司将于2018年7月23日解除与您签订的劳动合同。

北京易才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
2018年9月5日

我司拟将水泥管桩保量自带装卸业务承包项目

采取竞争性磋商方式进行发包，请有意参与的公司在

2018年9月5日9时至2018年9月6日17时，到我司

领取竞争性磋商文件，逾期不予受理。地址：海口市

滨海大道76号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海口港务分公

司办公大楼三楼307室。联系人：吴多吉 联系电话：

18689905587、0898—68611620。

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海口港务分公司
2018年9月5日

竞争性磋商公告

中海国际中心项目（一期）设计方案公示启事
海口鸿洲滨海建设有限公司拟建的“中海国际中心”项目位于滨海

大道南侧与龙昆北路交汇处，土地证号分别为海口市国用（2012）字第
001826、001876号，土地使用权面积共28665.02平方米，一期拟建1栋
地上34层/地下3层办公楼，地上/地下建筑面积为74146 平方米/
52295平方米。送审设计方案的规划性质、停车位、退线等技术指标符
合控规及技术管理规定要求。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见，现
按程序将设计方案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8年9
月5日至9月18日）。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委员会网站（ghw.haikou.
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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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设
计处，邮政编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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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0，联系人：王刚。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9月5日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注销土地证书通告
海土资琼山字〔2018〕268号

符策雄、符策勋、符策忠、符永全、符策光、符甲洲、符永贵持
《遗失声明》向我局申请土地证遗失补办业务。经查,该地原位
于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那央村委会美爱村,土地证号为海口市集
用(2012)第000870号,土地面积为1328.1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人为符策雄、符策勋、符策忠、符永全、符策光、符甲洲、符永贵。
现我局决定通告注销上述土地证,该土地证将不再具有任何法律
效力。如有异议,请自通告之日起1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琼
山分局申诉,逾期不申诉则视为无异议, 我局将依法给予补办上
述宗地不动产权证书。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8月24日

(此件主动公开,联系人: 王承贵,电话:65923122)

鸿扬实业（定安）南丽湖公司（鸿扬实业定安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鸿扬实业（定安）南丽湖公司（现为鸿扬实业定安建筑安装工程

公司)用地位于南丽湖片区，面积65066.99平方米，土地证号为定安

国用（94）字第12号。根据定安县人民政府《关于无偿收回鸿扬实

业定安建筑安装工程公司65066.99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

决定书》（定府〔2016〕119号）及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

琼行终168号行政判决书，现我局依法公告注销你公司定安国用

（94）字第1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特此公告

定安县国土资源局
关于注销定安国用（94）字第12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公告

定安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9月5日

根据琼海市人民政府《关于琼海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09单元5号-5-2地块具备净地出让条件的证明》（海府函〔2018〕475
号）和琼海市人民政府《关于琼海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09单
元5号-8地块具备净地出让条件的证明》（海府函〔2018〕476号），说
明上述宗地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清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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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备动工开发所必需条件。按照《关于印发<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
标准（试行）>的通知》（琼国土资规〔2018〕7号）有关规定，09单元5
号-5-2地块的投资强度不低于600万元/亩，年度产值不低于750万
元/亩，年度税收不低于35万元/亩；09单元5号-8地块投资强度不低
于500万元/亩，年度产值不低于700万元/亩，年度税收贡献不低于
30万元/亩。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
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
参加（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仅限单独申请，不接受联合申请（注：
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竞得人须在签订《挂牌成交确认
书》之日起5日内与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委会签订
《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
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报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
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申请人可于2018年9月16日至2018年10月15日到琼海市
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

厅3号窗口）查询和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 2018年9月16日至2018年10月15日到琼海

市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提交书面申请（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交纳竞买保证金的到账截止时间为
2018年10月15日下午17时。

经审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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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下午17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
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挂牌时间为：

1.起始时间：2018年9月27日上午9时整。
2.截止时间：2018年10月17日下午16时整。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本次挂牌出让实施机构为琼海市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详细

情况请登录：http://www.landchina.com、www.ggzy.hi.gov.cn、
www.hnlmmarket.com。本次挂牌事项如有变更，将在以上网站公
告，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2.本次挂牌出让竞买报价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电子邮
件、口头等方式报价，节假日不受理报名、报价。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琼海市金海北路39号
联系电话：0898-62811911、65303602 联系人：蔡先生、李先生
九、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挂牌出让文件，该文件所载内容为本公

告的组成部分。
琼海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9月5日

地块名称

琼海市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
先行区09单元5号-5-2地块
琼海市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
先行区09单元5号-8地块

土地位置

琼海市博鳌乐城国
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琼海市博鳌乐城国
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面积
（m2）

6665.88

33574

土地
用途
医疗卫
生用地
零售商
业用地

出让
年限

50

40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0
≤1.5

绿地率

≥40%
≥20%

建筑密度

≤25%
≤40%

投资强度
（万元/亩）

≥600
≥500

开发期限
（年）

2

2

竞买保证金
（万元）

950

11139

琼海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琼海告字[2018]1号

经琼海市人民政府批准，琼海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下列二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琼海市嘉积城区城南片区S1-2-18、
S1-2-23、S1-4-06地块部分用地
（寰岛鸿椰花园）控规修改的公示
琼海市嘉积城区城南片区S1-2-18、S1-2-23、S1-4-06地块部分

用地（寰岛鸿椰花园）控规修改的技术论证报告已编制完成，用地位于琼海
市嘉积镇光华路，用地面积为73395.7平方米。现拟修改规划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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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个工作日（9月5日至10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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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

公告
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核发，我司已领取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五指山营销服务
部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成立日期：2012年04月27日；负责
人：李洋；机构住所：海南省五指山市三月三大道76号苗绿香
大厦3层；邮政编码：572299；联系电话：0898-68566519；机构
编码：000018469001001；业务范围为：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
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
体长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
人身保险业务；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验、理赔及其委托的其
他有关事宜；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
他业务。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五指山营销服务部

一、美兰新苑小区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海府一横路163号，周
边基础设施配套完善，标的所处区域距离国兴大润发约1.2公里，
靠近海南省政府等机关住宅，毗邻南渡江滨江公园、电影院、图书
馆、博物馆等休闲娱乐场所，交通便利，人口较密集，商业气氛浓
厚，投资价值看好。

二、公告期：2018年9月5日至2018年10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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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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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5237542，海口市
国兴大道 61 号华夏银行大厦 18 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
0898-66558030（杜女士）、0898-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8年9月5日

1#-3#楼13号铺面
1#-3#楼15号铺面
1#-3#楼16号铺面
1#-3#楼17号铺面
1#-3#楼18号铺面
1#-3#楼19号铺面
4#-6#楼19号铺面
4#-6#楼20号铺面
4#-6#楼21号铺面

7#楼1号铺面
7#楼2号铺面

43.92
51.9
43.92
43.92
43.92
43.26
57.83
43.91
47.02
40.88
58.83

1023336
1209270
1023336
1023336
1023336
1007958
1347439
1023103
1095566
858480
1235430

标的名称 建筑面积（m2） 挂牌价（元）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808HN0064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转让海口市美兰新苑小区1#-3#楼13号铺面等21套铺面：

7#楼3号铺面
8#楼2号铺面
8#楼3号铺面
8#楼4号铺面
8#楼5号铺面
8#楼6号铺面
8#楼7号铺面
8#楼8号铺面

1#-3#楼14号铺面
8#楼1号铺面

57.38
49.89
39.56
39.56
39.56
39.56
39.56
39.56
80.46
136.08

1204980
1047690
830760
830760
830760
830760
830760
830760
1874718
2857680

标的名称 建筑面积（m2） 挂牌价（元）

本报海口9月4日讯（记者王黎
刚）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
泰国共4个国家的高尔夫媒体考察
团今天抵达海口观澜湖酒店。该考
察团将对海南高尔夫球场、高尔夫旅
游产品进行为期5天的考察。

考察团成员由新加坡、马来西
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7家高尔夫
媒体组成。这些媒体中有杂志、网
站、广播、电视等，都是该国发行量

或收视率较高的纸媒和视频媒体。
据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海

南一年四季可以挥杆，是亚洲新兴
的高尔夫旅游胜地。4国高尔夫媒
体考察团将对海南高尔夫旅游资
源进行实地考察，全面了解海南高
尔夫旅游产品，包括旅游环境、酒
店、人文信息等。希望通过东南亚
4国高尔夫媒体的宣传，让这 4个
国家的高尔夫爱好者对海南旅游

以及海南高尔夫旅游产品有所了
解，提升海南高尔夫旅游胜地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吸引更多东南亚高
尔夫球爱好者来海南进行高尔夫
球旅游度假。

本次考察活动由省旅游委和海
口市旅游委主办，海口美辰高尔夫
有限公司和新加坡 golfplusone-
Media共同组织、海南美辰国际旅
行社有限公司承办。

东南亚四国高尔夫媒体团
抵达海南考察

本报海口9月4日讯（记者王黎
刚）“激扬青春·快乐健康”2018年海
南省青少年足球赛高校组预选赛4日
在海口世纪公园足球场开赛。

揭幕战由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对阵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常规90分钟比赛
战成2：2平。经过点球大战，海南职
业技术学院队以7：5战胜海南政法职
业学院队。在首轮另外3场比赛中，
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队3：2胜海南
医学院队，海南热带海洋学院队1：5

负海南大学队，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
院队0：3负海南师范大学队。

参加高校组比赛的8支球队分
成A组和B组，其中A组为专业组，
获得该组前2名的球队将直接赢得
总决赛入场券。A组第 3名将和B
组第一名进行对决，获胜球队将进入
总决赛。

本届赛事由共青团海南省委、海
南省教育厅、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等单
位共同主办。

省青足赛高校组预赛开战
海职院队取得开门红

“双国家队”
激活男篮选材机制

时隔八年重夺亚运金牌，处于“双国家队”改
革期的中国男篮用朝气和拼搏点燃了中国篮球的
热血。荣誉之外更令人欣喜的是，当决赛面对伊
朗陷入落后16分的逆境时，是方硕、阿不都沙拉
木、赵睿这些昔日徘徊在国家队门外的年轻人，带
领球队发出了绝地反击的怒吼。

在中国男篮一年多的“双国家队”改革实践
中，一批过往默默无闻的年轻球员，在竞争机制的
激励下勇挑大梁，给处于“换血期”的中国男篮注
入了新活力。在中国篮球的改革规划中，亚运只
是小考，接下来中国男篮将连续面对2019年男篮
世界杯和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大考，那才是对

“双国家队”效果的终极检验。
从红、蓝两队组建至今一年多的实践来看，其

最显著的效果是激活了中国男篮的选材模式，扩
充中国男篮的人才储备。

在中国男篮蓝队控球后卫郭艾伦看来，年轻
球员的崛起提升了国家队的内部竞争。许多原来
没机会进入国家队的年轻队员，在国家队扩充后
得以跟着国家队集训比赛，得到迅速提升。

“我能感受到，许多队员在进入国家队后，水
平提高非常快。我去年跟他们打联赛时感觉一
般，这个赛季再碰，无论在技术水平还是自信心方
面，都能感受到他们的大幅提升。这对我也是一
种督促。”郭艾伦说。

红队主教练李楠表示：“这项改革给很多年轻
人留出机会，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潜力。在面对高
强度和高压力的关键比赛时，他们表现出来的能
量远远超出我们想象。”

宝剑锋从磨砺出。兑现潜力并非简单的一步
登天，蓝队主教练杜锋说：“一些刚进国家队的年
轻球员在对篮球上的认知上有欠缺、在个人能力
方面缺乏信心，有些球员认为可能留不下来。我
不断跟球员讲，‘只要你们在这儿一天，你就会有
足够的机会。只要刻苦训练，就一定会有回报。’”

“当球员在国家队中得到机会，锻炼和证明了
自己，回到联赛，也会把在国家队中积累的正能量
展示在平时的训练中，”杜锋说，“大家都看得到，
哪个球员出名了、变强了，他们也会为了得到同样
的平台和机会去拼。”（据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9月4日，在2018美国网球公开
赛男单第四轮比赛中，瑞士选手费德
勒以1比3不敌澳大利亚选手约翰·
米尔曼，无缘八强。 新华社发

费天王无缘八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