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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日报社诚聘
因事业发展需要，海南日报社现公开招聘新闻采编人员，诚

邀优秀人士加盟。
一、招聘岗位及职数
新闻采编人员（记者、编辑）4名。
二、职位素质要求
1.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新闻事业。品行端正，遵纪

守法，自觉遵守新闻从业人员职业操守，事业心和责任感强；
2.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新闻、中文、哲学、经济及法律

等相关专业；
3.具备新闻敏感度和洞察力，有较强的文字功底；
4.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团队协作与服务意识，适应能力强，

学习能力强；
5.思想进步，无违法违纪行为；
6.有新闻采编工作或实习经历者优先；
7.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能承受较大工作压力。
三、报名方式
1.请登录南海网（www.hinews.cn）人才专栏，下载填写《海

南日报报业集团人才报名表》，并发邮件至hndailyjob@163.
com（邮件主题及文件名格式为：姓名+毕业院校）。报名时请附
上个人相关证书、证件及作品等。截止时间9月21日。

四、录用程序
按照报名、资格审查、面试、复试、审批及签约等程序，择优

聘用。
五、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组织人事处
联系电话：（0898）66810054

海南日报社
2018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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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催收公告
王日升，海南鼎盛航运有限公司于2010年向

我行贷款3900万元，于2015年7月3日到期。该

笔贷款迄今尚欠本金3310万元，利息 1018万

元。你作为公司法人及保证人负有偿还上述债务

义务，因你目前无法联系，特向你发出催收公告，

请你在见报后十日内主动与我行联系还贷事宜。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分行营业部
2018年9 月4日

我 司 在 册 人 员 吴 新（身 份 证 号 ：

4602001973101*****），由于你的不法行为，

给我司带来了不必要的诉讼，并造成公司的

重大经济损失。

经公司讨论决定，从登报之日起，对你作

出除名处理。

特登报声明

处 理 决 定

海南儋州诚达综合开发公司
2018年9月10日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
行令2003年第5号）第五十六条规定“银行对一年未发生收付活动且未
欠开户银行债务的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应通知单位自发出通知起30日
内办理销户手续，逾期视同自愿销户，未划转款项列入久悬未取专户管
理。”以下单位在我行开立账户已超过一年未发生收付活动，我行以公
告方式进行销户通知，希望下列单位自公告见报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
我行办理账户销户手续，逾期视同自愿销户，同时如若基本户等核准类
账户其开户许可证声明作废，账户未划款项我行将按有关规定处理。

特此公告。
··海南琼山建筑工程公司
··海南湘韵米业有限公司
··海南溢隆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海南福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海控水利建设有限公司
··海南绿野生物质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海南陶公山热带特色农产品有限公司
··海南海上丝绸之路远洋渔业有限公司
··海南海上丝绸之路大宗商品贸易有限公司
··儋州珠联食品有限公司
··海南圣大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中德双顺食品有限公司
··文昌阿何食品工业园有限公司
··海南鲤河海洋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海南东方大慧淀粉制品有限公司
··琼海市梦园琼胶卡拉胶食品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分行营业部关于长期不动户进行销户的公告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7）琼0106执恢131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7）琼0106执恢131号执行
裁定书，本院将于2018年10月10日10时至2018年10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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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海秀路侨中公寓B2型104房。起拍价：750，000元，竞买保证
金：150，000元。增价幅度：10，000元。咨询时间：自2018年9月
17日起至2018年9月21日接受咨询（双休日除外），本次拍卖不
组织看样。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10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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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标公示
工程名称：联投·海棠韵别墅及公寓花灯采购与安装工程采购

招标
招 标 人：三亚联投海棠置业有限公司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第一中标候选人：武汉尊贵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中标价格：3826886元
第二中标候选人：中山市家轩照明设计制造有限公司
中标价格：3905316元
第三中标候选人：中山市胜裕实业有限公司
中标价格：3942360元
开标时间：2018年9月11日16:30:00
此中标公示期为3日，若对上述公示有异议，可到招标人处（联

系人：朱先生，电话：027-84238888）进行质疑。
招标人：三亚联投海棠置业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2日

琼海市规划委员会
关于琼海住友山居项目太阳能热水

系统补偿建筑面积的公示
琼海住友山居项目由琼海住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位

于嘉积镇山叶排岭村，用地面积为12981.7m2。海建函〔2012〕481号
文批复同意项目修规总平面图，批准容积率2.5;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
临时许可证》〔2013〕178号证批准总建筑面积为35261.23m2 (其中:
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为32293.51m2)。现该公司申请太阳能热水系统
补偿建筑面积，根据《海南省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省政
府令第227号)，公示如下:1.琼海住友山居项目1#住宅楼太阳能集热
器面积为240m2，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建筑面积总和9498.8m2的
2.5%计算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为237.47m2。2.公示时间:10
个工作日(9月12日至9月21日)。3.公示地点:海南日报、琼海市规划
委员会规划管理组和用地现场。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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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36869758，联系人:朱仲宜

琼海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9月11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804HN0028-1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琼AKT796别克商务车，挂牌

价格为148000元。公告期为：2018年9月12日至2018年9月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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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

本报海口9月11日讯（记者王
黎刚）海南日报记者9月11日从“庆
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中美
国际篮球慈善赛”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本次比赛将于9月23日晚在海口
体育馆举行。

参赛球队方面，美国球队是由多

名有NBA和NBA发展联盟经历的球
员组成的美国职业联队，国内球队是
福建SBS浔兴俱乐部全主力出战，球
队由刚刚帮助中国男篮获得雅加达亚
运会冠军的国家队主力中锋王哲林领
衔，同时赵泰隆、陈林坚两大国手和新
赛季外援都悉数到场。

据悉，此次赛事旨在积极弘扬
社会公益和体育精神。主办方在发
布会现场进行了慈善捐赠和门票捐
赠，海南新健康美兆体检医院和宁
翔实业等爱心企业代表向主办方现
场捐赠了慈善资金，主办方代表和
爱心企业代表向海口市慈善总会、

乡村教育促进会等组织和自闭症儿
童、环卫工人、贫困大学生等群体捐
赠了价值数万元的门票。同时，比
赛期间还将有慈善拍卖、明星慰问
等公益环节。

为了能让海口球迷欣赏到“物美
价廉”的国际性篮球比赛，本次赛事

球票也走公益路线，最低门票每张只
有几十元钱，而且每售出一张门票都
会提取一定比例用于成立青少年篮
球发展公益基金，为推动我省青少年
篮球发展凝聚社会力量。为方便广
大球迷购票，大麦网和微信系统已同
时上线。

中美国际篮球慈善赛9月23日海口开打

华人时装品牌
亮相纽约时装周

新华社纽约9月10日电（记者王建刚）由若
干华人设计师创立的时装品牌“茉莉花·沁”日前
在2019春夏纽约时装周上首次亮相，引起了美国
时尚界的关注。

希尔顿酒店集团女继承人帕丽斯·希尔顿看
完首秀后，对“茉莉花·沁”大加赞赏，称它“完美地
融合了东西方最佳的艺术品位和创作理念”。她
对设计师大量使用有机棉、天然纤维和中国丝绸
等环保面料表示认可。

对于巧妙植入时装中的栩栩如生的蝴蝶造型
和设计中采用蟹青色和粉色的大胆搭配，希尔顿
说，这是“真正有才华和有创造力”的创新。

纽约时装周与伦敦、巴黎、米兰时装周一起并
称全球四大时装周，每年2月举办当年秋冬时装
周，9月举办次年春夏时装周。2019春夏纽约时
装周于9月5日至15日举行，共有19个华人时装
品牌参加。

重排话剧《商鞅》
将巡演京陕沪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记者白瀛）1996年，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陈薪伊导演的历史剧《商鞅》，因
对人性的深刻开掘和舞台美学的创新，载入中国话
剧史册。时隔22年，该剧将于9月13日起在北京国
家大剧院、西安陕西大剧院、上海大剧院巡演。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负责人11日介绍，《商鞅》
讲述的是战国时期为秦国统一打下法治基础的改
革家商鞅的故事，通过主人公对人生价值的不断
追求，开掘出人性深度。

据介绍，1996年至2003年，该剧曾在上海、
北京、广州、苏州、南京、深圳、香港等地演出百余
场，并获得第七届文华新剧目奖、曹禺戏剧文学奖，
位列2002-2003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
大精品剧目”。2015年，该剧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成立20周年之际重排，此次演出即为这个版本。

该剧编剧姚远说，《商鞅》反映的是一个大时
代中的人性较量，有很多内容在今天依然有现实
意义，这也是该剧的生命力所在。

经过近20年司法和外交努力

秘鲁追回千年黄金面具
新华社利马9月10日电（记者张国英）经过

近20年的司法和外交努力，秘鲁日前追回了一副
流失海外的黄金面具。秘鲁政府10日在总统府
展示了这件珍贵文物。

1991年，考古学家在秘鲁北部兰巴耶克省发
现了一副距今约1000年的黄金面具。1999年，
这副黄金面具被走私出境。同年，在国际刑警组
织配合下，这件文物在德国威斯巴登被找到。经
过漫长的司法程序，2016年12月德国慕尼黑地
方法院下令将面具归还秘鲁。

秘鲁总统比斯卡拉当天强调，这副历史悠久
的黄金面具是秘鲁西坎文化时期的一件重要文
物，是国家宝贵的文化遗产。秘鲁政府将继续努
力，追讨走私到国外的文物。

秘鲁文化部长巴尔武埃纳说，近10年来，秘
鲁已追回约9000件流失海外的文物；仅今年以
来，就追回1500件。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钟愉
靖 张源）ABB国际汽联电动方程式
锦标赛中国战略发布暨第五赛季中
国站启动仪式11日在京举行。

组织者宣布，2019年3月10日
在香港、2019年3月23日在三亚将
举办两站比赛。

据了解，赛事在第五赛季对动
力电池、电池管理系统、能量回收系
统以及控制单元等方面进行了技术
革新，使赛车拥有更强劲的峰值动
力和更大的电池容量，比赛观赏性

大大提升。
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赛事创始人

兼CEO亚历亨德罗·阿加格介绍说：
“在新赛季，我们设置了攻击模式，车
手可以在任何需要的时候启动攻击模
式，即在8分钟内可将马力瞬间提高，
比竞赛模式下更为强大。同时观众能
够在不同窗口显示中看到他们的更换
操作。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创新。”

在谈到F1（一级方程式赛车）与
FE的对比时，阿加格表示：“F1和FE
有许多不同，例如两者使用的是不同

类型的赛道和发动机能源，但我们希
望FE能够逐渐达到与F1同等水平
的人气和品牌认知度。汽车行业正
在转型，传统赛车也许将继续发展，
但是随着汽车行业转向电力驱动，
FE将成为这个行业的冠军。”

此前，巴西前F1车手菲力佩·马萨
新赛季将正式转战ABB Formula E
赛场，成为本赛季 FE 重磅新闻之
一。37岁的马萨曾在F1赛场夺得
11个分站赛冠军，本赛季，他将代表
文图里车队参加FE的比赛。

从2018年起，ABB集团成为FE
的冠名赞助商。“ABB与Formula E
的合作源于双方在环保理念上的共同
追求以及在创新技术前沿的高度契
合。作为电气和数字化技术的领航
者，ABB积极投身未来可持续发展，
拓展电动交通技术疆界，在加速利用
清洁能源、推动电动交通发展领域贡
献卓著。”ABB（中国）副总裁余臻
说。据悉，ABB在今年初已经推出了
可以为一般轿车充电8分钟即可行驶
200公里的大功率快速充电设施。

国际汽联电动方程式锦标赛新赛季多项创新

明年3月23日将在三亚举办一站比赛
国足热身赛
0：0战平巴林

新华社麦纳麦9月10日电 中国
男足10日在客场与巴林队进行了一
场热身赛，结果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
国足未能取得进球，与对手0：0战平。

在此前一场比赛中，国足以0：1
不敌卡塔尔队，因此本场比赛全队上
下都承受着一定的压力。面对世界排
名第113位的巴林队，国足从一开场
就占据了主动，第16分钟，武磊在罚
球区前摆脱对方后卫后一脚攻门打中
了球门立柱，中国队与得分差之毫厘。

第62分钟，武磊再度觅得攻门机
会，但他的大力射门被横梁拒之门
外。整场比赛，中国队共获得9次射
门机会，不过始终未能轰开对手大门。

2019年亚洲杯决赛阶段比赛将于
明年1月5日至2月1日在阿联酋阿布扎
比、迪拜、艾因和沙迦4个城市的8座体
育场进行。国足在西亚的这两场比赛也
是亚洲杯前热身系列赛中的重要一环。

根据亚洲杯抽签结果，国足被分
在C组，同组有老对手韩国队以及吉
尔吉斯斯坦、菲律宾两支亚洲杯新军。

国际足联
年度最佳阵容
候选名单出炉

据新华社巴黎9月10日电（记
者苏斌）国际足联和世界职业球员工
会10日公布2018年度最佳阵容的
55名候选球员名单，包括已转会至尤
文图斯队的葡萄牙球星克·罗纳尔多
（C罗）在内，上赛季欧冠联赛冠军皇
家马德里队首发11人全部入围候选。

来自6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5000
名足球运动员参与了此次投票。结合
球员在2017年7月3日至2018年7月
15日期间的表现，每人需选出一名门
将、四名后卫、三名中场和三名前锋，
55人候选名单包括5名门将、20名后
卫、15名中场和15名前锋。

国际足联年度最佳阵容评选于
2005年由世界职业球员工会创立，于
2009年与国际足联奖项合并。2018
年度最佳阵容将于9月24日在伦敦
举行的国际足联颁奖典礼上公布。

本报讯 9月10日晚，2018年世
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在上海东亚酒店
开杆。这项2007年以来在上海成功
举办了11届的赛事，已被打造成世界
斯诺克顶级赛事，也是目前中国最具
影响力的国际体育赛事之一。

今年的上海大师赛于9月10日
至16日进行，主办方对比赛进行了全
面升级，赛事突破了原有的模式，华
丽转身为邀请赛赛制，比赛采用独特
的24人邀请赛赛制，使赛事节奏更为
紧凑，焦点更为突出，也让更多中国
球员有了与世界斯诺克“大师”正面
交锋的机会。

9月10日的比赛，有6位中国选
手出战，结果只有周跃龙一人逆转布
雷切尔取得胜利，在其他五场比赛
中，斯图尔特·宾汉姆以6：0战胜范
争一，凯伦·威尔逊6：3胜梁文博，马
克·艾伦 6：4胜肖国栋，而两位“00
后”中国小将颜丙涛、常冰玉，也均以
2：6分别不敌“金左手”马克·威廉姆
斯和瑞恩·戴遭到淘汰。

11日举行的次轮比赛中，周跃龙
以5：6不敌当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马
克·塞尔比，在第二轮结束了自己的本
届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旅程。 （小新）

2018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全面升级
24人邀请赛赛制成为独特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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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上海 9 月 11 日电
（记者朱翃 郭敬丹）11日，2018世
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开始第二比赛
日争夺。在一场重头戏中，名将丁
俊晖上演逆转好戏，最终6：3战胜
马克·艾伦，迎来“开门红”。

首局比赛，艾伦开球不慎留下
长台进攻机会，丁俊晖果断上手连
得12分后，因失误将球权拱手相
让。但艾伦状态也一般，上手得到
19分后出现失误。最终丁俊晖单
杆52分，以64：19先拔头筹。

第二、第三局，丁俊晖连丢两局
1：2落后。第四局艾伦状态更佳，
单杆86分拿下3：1领先。休息回
来，丁俊晖连扳四局，5：3拿到赛
点。第九局丁俊晖打出单杆75分，
最终6：3逆转晋级四分之一决赛。

丁俊晖逆转马克·艾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