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7

体育新闻 综合

2018 年 9 月 14 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史自勋 主编：王黎刚 美编：陈海冰

海南体育扫一扫

赛事预告

海南攀岩
“攀”上了国家队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攀岩是个新兴项目，已被列入
2020 年东京奥运会比赛项目。海南
在场地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经过刻
苦训练和跨界选材，海口美兰区的选
手林雨入选了国家队，备战东京奥运
会。海南白沙小伙子梁荣琪前不久
参加了亚运会。在贵州读书的海南
学子杨学畔今年初也入选了国家集
训队。
“ 海南人的身体素质非常适合
攀岩运动，假以时日海南人一定能在
国内外攀岩项目中占据一席之地。”
13 日，省登山协会秘书长秦建桥对
海南日报记者说。

海南选手首次参赛表现不俗
2017 年，为了选拔参加全运会
攀岩比赛的海南选手，省登山协会主
办了第一次省级攀岩比赛。有海南
户籍的 30 多名选手报名参加，他们
此前都具备了一定攀岩能力，最终，5
名选手脱颖而出，获得了代表海南参
加全运会的资格。
为了能让海南队在全运会预赛
中取得较好成绩，省登山协会专门组
织了一次集训。秦建桥透露，省登山
协会聘请了专业教练，对这 5 个人进
行了 1 个月的强化封闭训练。老秦
说，外省攀岩队大都进行 3 个月的集
训，海南因为经费有限，只进行了一
个月的集训。虽然海南队的训练时

间短，但效果还令人满意。他说：
“因
为训练时间短，我们的训练强度非常
大，队员每天要练 8 个小时，5 个人的
手都练破皮了。”最终，首次组队参赛
的海南攀岩队在全运会预赛中排名
中游。秦建桥说：
“ 海南攀岩小伙子
们的天赋在这次比赛中充分显现了
出来。这次比赛也让海南攀岩选手
大开眼界，了解了国内高水平选手的
特点。”

海南人适合练攀岩
有 70 多人参加了省运会攀岩比
赛，这也是海南首次将攀岩项目列入
省运会。
“海南喜欢练攀岩的人越来越
多，
大约有近千名爱好者，
具备参加比
赛的大约有 200 多人。
”
秦建桥说。
目前，海南有十几名攀岩指导
员，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指导我省攀
岩爱好者。在秦建桥看来，海南人
身体条件非常适合练攀岩。他说：
“海南人爆发力和身体灵活好，练攀
岩 很 容 易 上 手 ，一 练 就 能 找 到 感
觉。教练稍微点拨一下技术，海南
选手就能领悟。”
今年 24 岁的海南白沙人梁荣琪
代表国家队参加了雅加达亚运会。6
年前他考取中国地质大学后，开始练
攀岩。他说，根据他的亲身体会，海
南人练攀岩有优势，体型偏瘦、灵活，
适合练攀爬类型的项目。
海口人林雨今年参加了国家体

中超联赛第22轮
9月14日
天津VS上港
19：35 风云足球 直播
恒大VS北京
19：35 CCTV5 直播

育总局举行的攀岩跨界选材活动，经
过几轮的筛选，
入选了国家队。

场地短缺拖后腿

省青少年足球赛
总决赛明天开踢

海南攀岩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基
础设施短缺，全省没有一个标准的攀
岩墙。标准的攀岩墙高 15.6 米，省运
会攀岩比赛是在一个废弃的粮食仓
库中举行的。
“ 在不标准的攀岩墙上
训练，海南选手若想出好成绩，要比
内地选手付出更多汗水。”
秦建桥说。
国内外比赛的攀岩墙长 18.6 米，
高 15.6 米，共设有 6 个赛道。省运会
比赛的攀岩墙只有 7 米多高，是标准
高度的一半。为了能勉强达到比赛
的要求，主办方在赛道上多设置了一
些攀岩点，增减了难度，以此弥补高
度的不足。秦建桥戏称这是“高度不
够、难度凑”
。
秦建桥说，攀岩项目“入奥”后，
国内掀起了一股攀岩热，但其实经营
攀岩场馆很难赚到钱。海南去年还
有 4 个攀岩馆，因为经营问题，两家
攀岩馆被迫关闭，目前只剩两家攀岩
馆还在苦苦支撑。
秦建桥希望我省能建一个标准
的攀岩馆，这样有助于提高海南攀岩
水平。他说：
“海南的攀岩馆太简陋，
省外爱好者来海南一看就没有了攀爬
的兴趣。由于没有标准的攀岩馆，海
南无法举行国内高水平攀岩大赛。
”
（本报海口 9 月 13 日讯）

本报海口 9 月 13 日讯 （记者王黎刚）历时 1
个多月、经过 184 场的激烈比拼，
2018 年海南省青
少年足球赛终于要迎来最后决战的时刻。13 日下
午，
全省 16 支足球劲旅在海口进行 2018 年海南省
青少年足球赛总决赛抽签仪式，
并于 15 日开踢。
2018 年海南省青少年足球赛分为市县组（含
省洋浦工委）、高校组、省直组、部队企业组。最
终，共有 16 支球队获得了总决赛的资格。抽签结
果为：A 组海南师范大学、三亚金臣海浪、海南港
航青年、儋州市足球队；B 组万宁市、海航集团、海
南大学、省司法厅足球队；C 组海口海航红色战
车、临高青年、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三亚晨晖
足球队；D 组琼山青年岁月明星、省卫计委、海南
核电有限公司、澄迈雷霆足球队。
按照赛程安排，第一阶段的小组赛比赛时间
为 9 月 15 日至 9 月 19 日，采用单循环积分制，每
组前两名进入 8 强，参加第二阶段的比赛。第二
阶段比赛时间为 9 月 22 日至 26 日，采用交叉淘汰
赛，决出第 1 名至第 8 名。
本届比赛由共青团海南省委、省教育厅、省文
体厅和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等主办。

粤琼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图为省运会攀岩比赛现场。刘勇 摄

高尔夫进海南校园

中国足协获亚足联“梦想亚洲”社会责任奖

利比里亚总统维阿
重返绿茵场

12 日，在利比里亚举行的国际友谊赛中，前
世界足球先生、利比里亚总统维阿（中）出现在赛
场踢球。
新华社/法新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3 日电 中国
足球协会 13 日消息，在马来西亚吉隆
坡举行的首届亚足联社会责任大会暨
2018 亚足联“梦想亚洲”社会责任颁
奖典礼上，
中国足协荣获亚足联
“梦想
亚洲”
——最佳会员协会激励奖。
亚足联
“梦想亚洲”社会责任奖旨
在表彰亚洲范围内在开展足球公益活
动、履行社会责任义务方面做出突出
贡献的国家（地区）足球协会、非政府
组织、企业和个人。
这是中国足协首次获颁此项荣

誉。中国足协专职执委林晓华在颁奖
典礼上表示，亚足联将“梦想亚洲”社
会责任奖颁给中国足协，是整个中国
足球界的光荣。中国足协近年来携手
各会员协会、足球俱乐部、相关公益机
构和赞助伙伴，大力弘扬足球的社会
价值，
积极倡导公平竞赛，
着力培育健
康向上的足球文化，加强足球诚信的
宣传教育，扶持老少边穷地区开展足
球活动，关爱残障儿童、打工子弟等弱
势群体，积极履行足球应有的社会责
任义务。这一奖项体现了亚足联对中

国足协工作的充分肯定和鼓励。
近年来，中国足协高度重视并积
极开展足球公益活动。系列公益项目
主要包括：携手亚足联在北京、上海、
广州、成都、赣州等地开展
“梦想中国”
系列社会责任活动，为广大基层草根
教练员提供义务培训，为需要帮助的
青少年儿童和残障人士捐赠足球装备
并组织足球嘉年华活动；在国家体育
总局的大力支持下，会同各会员协会
在全国各地举办大型公益赛事——
“我爱足球”
中国足球民间争霸赛。

本报讯 三亚利佰特高尔夫学院与广东郡侨
汇国际教育机构 13 日在海口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双方将共同打造高尔夫进入海南校园的“千
家计划”活动以及开设国际专项（专科）幼儿园。
三亚利佰特高尔夫学院由世界“高坛教父”
大卫·利百特的长子安迪·利百特在中国合资设
立。公司秉承大卫·利百特的教学理念，结合中
国高尔夫发展的实际情况，将美国先进的教学模
式、教学器材引入中国，推动高尔夫的培训行业
在中国的发展。
广东郡侨汇国际教育机构是一家集幼儿/青
少年高尔夫专业培训服务、线上高尔夫商城、高
尔夫俱乐部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近年来一直
致力于高尔夫“引导者”角色，以传播高尔夫文化
为己任。
（体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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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客户：

崔经川：

尊敬的客户：

你与三亚市天涯区梅村村委会保二村民小组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 2018 年 9 月 20 日

00:00－06:00 对儋州市红岭、富克网络系统进行优化。届

00:00－06:00 对儋州市红岭、王五网络系统进行优化。届

及村民签订的《凤凰镇土地对外承包合同书》、与

时，儋州市红岭、富克部分固话、宽带用户业务使用将受

时，儋州市红岭、王五部分固话、宽带用户以及部分专线

本村村民签订的《补充协议》，因未按合同约定执

影响。

业务使用将受影响。

限你 15 日内自行清理地上附属物。
三亚市天涯区梅村村委会保二村民小组及村民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一八年 九月十四日

二○一八年 九月十四日

控规编号
A-2-11-1
A-2-11-2
合计

土地面积
（m2）
74746.15
74514.40
149260.55

用地规划
性质
文化设施用地(用地代码：A2)
商业设施用地(用地代码：B1)
/

使用年限
（年）
50
40
/

容积率
≤0.45
≤1.2
/

根据《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的规定，鉴于出让用
地位于海棠湾“国家海岸”休闲度假区内。其中，控规 A-2-11-1 地块
用地规划性质为文化设施用地(用地代码：A2)，拟规划建设会展项目，
属会展业用地，因此不设定出让控制指标；A-2-11-2 地块用地规划
性质为商业设施用地(用地代码：B1)，因此该地块的投资强度指标为
350 万元/亩，年度产值指标为 500 万元/亩，年度税收指标为 15 万元/
亩。以上出让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
协议》，属该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
二、竞买事项：
（一）竞买人资格：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和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单独
申请，不接受联合申请，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根据片区
产业发展规划需要，竞买人或其关联企业须为国际展览联盟（UFI）成
员，且举办过 UFI 认证的会展活动；同时竞买人或其关联企业须持有
大型展览馆产权（单体建筑面积不低于 15 万平方米）。竞买人须在签
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后现场与三亚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
员会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海南
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
担相关违约责任。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土
地出让挂牌：1.在三亚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
的；2.在三亚市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擅
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的。
（二）报名参加竞买人
须提交法人单位有效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挂
牌文件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
书及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竞买人需缴纳竞买保证金人
民币 44258 万元整（该宗地评估价格的 60%）。竞买人交保证金之前
■■■■■

政府出具了《关于海棠湾 C6 片区控规 A-2-11-1 和 A-2-11-2 地块
149260.55 平方米用地具备净地出让条件的证明》，说明该宗地土地征
收及“两公告一登记”工作已完成。三亚市海棠区人民政府已与被征
地单位签订了《征用土地补偿协议书》，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费、青苗
补偿费和地上附着物等款项已支付到位，相关征地材料现存于海棠区
人民政府。目前地块上的附着物已清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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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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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三亚市现
代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三服园管函〔2017〕342 号文件，该
宗地概况及规划指标等情况详见下表：
规划指标
评估单价
建筑限高（m）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元/平方米）
30
≤40
/
1646
80
≤35
/
8248
/
/
/
/

评估总价
（万元）
12303.2163
61459.4771
73762.6934

必须先通过挂牌出让竞买人资质的审查。
（三）竞买申请人可于 2018
年 9 月 14 日至 2018 年 10 月 17 日到三亚市房产信息中心（海南南部拍
卖市场有限公司）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 3 号
窗口咨询和购取《挂牌出让文件》
（《挂牌文件》为本公告组成部分），有
意参加竞买的，应提交书面申请并按《挂牌文件》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10 月 17 日 17 时 00 分。经审
核，申请人具备申请条件并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后，三亚市国土资
源 局 将 在 2018 年 10 月 17 日 17 时 30 分 前 确 认 其 参 加 竞 买 资 格 。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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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该宗地挂牌时间为：2018 年
10 月 9 日 09 时 00 分至 2018 年 10 月 19 日 16 时 30 分。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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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现场竞价按
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六）本次竞买活动进行现场书面报价，
不接
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
（七）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耕地占用税
及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规定缴纳）。
（八）其它事项：
该宗地以现状土地条
件挂牌出让。
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
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联系电话：88364406 66529845 65303602
联系人：赵先生（13807527707）霍先生（13807522091）
地址：1.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三亚市房地产服务中心 7 楼 7013
室--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
2.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 3 号窗口
查询网址: http://www.landchina.com
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三亚市国土资源局
2018 年 9 月 13 日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 2018 年 9 月 13 日
00:00- 06:00 对号码百事通平台进行优化，届时会短时影
响号码查询和短信通知功能。
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
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18 年 9 月 14 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关于海南冠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的处置公告

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三土资告字〔2018〕7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城镇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
让暂行条例》、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
定》
（第 39 号令）、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宏观调控提
升土地利用效益的意见》
（琼府〔2018〕3 号）及《关于规范我市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工作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经三亚
市人民政府批准，现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及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等要求：挂牌出让宗地位
于海棠湾 C6 片区控规 A-2-11-1 和 A-2-11-2 地块,用地总面积
149260.55 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 149190.30 平方米），用地四
至及界址坐标详见地块勘测定界图。2018 年 6 月 25 日，三亚市人民

告

尊敬的电信号码百事通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 2018 年 9 月 20 日

行，自即日起解除（终止）上述合同及补充协议。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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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处置以下资产，
特发布此公告。
债权名称 所在地
币种
本金
利息+违约金
担保情况
海南冠中
债务人以其开发的两项目（白鹭洲、
白马
截 至 2018 年 1、
房地产开 海南省 人民币
4100.00 8 月 31 日合计 郡）的土地使用权 16184.2 平方米连同建
发有限公 琼海市
筑物一并抵押；
2、以债务人 100%股权作
3716.41 万元 质押；
司
3、
陈国光个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该债权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具备良好支付
能力；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
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
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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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
自发布之日起至 2018 年 10 月 20 日。
联系人：
曾先生、冼先生

单位：
万元
当前资产状况
我分公司已采取
诉讼手段进行催
收 ，目 前 进 入 强
制执行阶段。

联系电话：
0898-665631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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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65077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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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98-68563091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 2018 年 10 月 20 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18 年 9 月 14 日

海南铁路有限公司

海口机辆轮渡段南北港绑扎业务外包招商公告
一、
投标人资质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的独立法人；
2. 具有3 年以上绑扎资格，
具有专业港口、
船舶绑扎服务经验；
3. 企业注册资金 200 万元及以上；
4. 3 年内有从事过绑扎项目的（港口、船舶服务的成功案例
的更优以合同为准)；
5. 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记录。
6.企业未列入中国铁路总公司、广州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企业
黑名单中。
二、
作业地点：南北港码头。
三、作业内容：负责粤海铁 1、2、3、4 号船在南、北港进、出港
解系缆及发航班火车甲板客、货列车的绑扎系固工作。
四、重点提示：投标公司承揽该业务，使用的员工年龄必须
50 周岁以下，
男性，
身体健康（以三甲医院体检报告为主）。
五、购买招标文件并及时缴纳投标保证金（转账凭证及开户
许可证）。
六、
招标单位联系人：
胡先生，电话：
1397309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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