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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现受委托，我司定于2018年9月26 日上午10 时在本公司拍

卖大厅公开拍卖以下资产：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海中

法执字第54-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抵债给委托方，目前登记在被

执行人武汉市信德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名下的信德庄园内的房产

[原证号为武房房自字第(11-03-00004)号，现已改为武房权证字第

9800995号]及位于武汉市江夏区郑店镇劳四村长山头48.26亩土

地使用权[证号为夏国用(97)字第011号，现已分割为夏国用(2002)

第186号、第187号]。

标的展示日期：自见报之日起至 2018年 9 月 25 日止。

拍卖方式：本场拍卖会对上述房产及土地使用权按照整体、现

状、净价方式公开拍卖，拍卖标的设立有拍卖保留价。

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2.标的过户的税、费由

买受人承担；3.标的原所欠各项税费、物业管理费、滞纳金、各种补偿

费、土地出让金、土地闲置费等全部由买受人承担；4.标的清场由买

受人自行负责并承担费用；5.标的系经法院裁定抵债方式取得的清

算资产，可能存在法院查封或裁定书未送达、抵债房产或土地过户

于他人、产权纠纷、不能过户、被他人占用、房产已灭失、成交后塌陷

等风险。竞买人办理竞买手续均视为对拍卖标的物现状、瑕疵及数

量不足、无法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法院查封或裁定书未送达、抵债房

产或土地过户他人、产权纠纷、不能过户、被他人占用、房产已灭失、

成交后塌陷等风险已经充分知悉并认可，拍卖成交后，由于上述风

险等原因造成的损失，全部归买受人自行承担。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8年 9 月 25 日17时前到我司了解详情

并办理竞买手续，竞买保证金人民币300万元以到账为准，逾期将

不予办理竞买手续。

拍卖地址：海口市国贸北路金融花园A栋201拍卖大厅

拍卖方电话：0898-68589161

委托方电话：0898 66221263 18976553182(短信)

拍 卖 公 告

海南联合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 9 月 10 日

关于富达美商业广场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公示
项目建设单位为琼海富达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项目位于琼海市

金海北路西侧，海桂学校南侧，用地面积为32248平方米，主要技术经济
指标为：总建筑面积为116523m2（其中计容建筑面积96744m2）,容积率
≤3.0，建筑密度≤42.16%，绿地率≥20%，机动车总停车位947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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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个工作日（9月17日至9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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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海口市南渡
江西岸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C0112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为解决规划道路占用土地补偿问题，经请示海口市政府同意，拟对
《海口市南渡江西岸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C0112地块进行规划修改。
为广泛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和建议，现将规划修改方案进行公示。一、
公示时间：15个工作日（2018年9月17日至10月11 日）。二、公示地
点：海口市规划委员会网站（ghw.haikou.gov.cn）。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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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南楼3053房海口市规划委
员会总体规划处，邮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请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
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四、咨询电话：68724394，联系人：黄武。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9月17日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8)琼0106执1416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8)琼0106执1416号执行裁
定书，本院将于2018年10月18日10时至2018年10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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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怡路23号城市海岸一期14#蓬莱阁16幢3层302房。起拍价：
4001840元，竞买保证金：70万元。咨询时间：自2018年10月8
日起至2018年10月12日16时止接受咨询(双休日除外)展示看
样时间：2018年10月11日上午10时至11时(自行前往看样)。有
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10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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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按国家规
定各自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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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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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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011507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976322100
临高 18976200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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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322100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 许 积 纲 （ 身 份 证 ：
460026198406150611，车牌号：
琼A42803）遗失海口公交新月汽
车有限公司开具的租车担保押金
收据，编号为：4713009,声明作废。
▲三亚龙旭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20003469001）和机构信用代
码 证 （ 代 码 ：
G1046020100346900D），声明作废。
▲三亚吉阳吴华峰工艺品店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92460203MA5RT-
KQGXH，声明作废。
▲余亮不慎遗失海南医学院本科
毕 业 证 书 一 本 ，毕 业 证 号
118101200905000629，特此声明。

拍卖公告(第2018-008期）

受委托，定于2018年9月27日下
午15：30公开拍卖儋州市公务处
置车辆1辆车牌号为琼F26375；
展示时间：9月21日至25日；报名
时间：9月25日；报名及拍卖地点：
儋州市那大镇伏波东路20号。
咨询电话: 23881390

儋州辉建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7日

拍卖公告（第2018-007期）

受委托，定于2018年9月27日下
午15时公开拍卖儋州市公务处置
车辆两辆车牌号为琼F20973、琼
F17718；展示时间：9月21日至25
日；报名时间：9月25日；报名及拍
卖地点：儋州市那大镇伏波东路
20号。咨询电话: 23881390

儋州辉建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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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物资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1027期）

我公司受委托，定于2018年 9月

25日下午15:00时在琼海市人民

路175号农行二楼会议室公开拍

卖:琼C26231 丰田凯美瑞 2.0 轿

车一辆，登记日期2007年12月。

净价拍卖，参考价3.01万元，竞买

保证金3500元。注：拍卖成交后，

买受人应按委托人要求在规定时

间内办理车辆过户手续。展示时

间：2018年9月19、20日，地点：

琼海农行。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

年9月25日中午12时前到我公司

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公司

地址：海口市文华东路3号市政办

公楼第七层。电话：66753060、

13005084060。

注销公告
三亚龙旭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200324070179F）拟向海南
省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
内前来办理相关事宜。

致歉信
由于工作疏忽和信息沟通不畅导

致本次大赛误将海南省慈善总会

作为指导单位发布在新闻媒体，对

此造成的不良影响向海南省慈善

总会和公众道歉！并加强管理严

谨办赛，努力为广大球迷奉献精彩

的品牌赛事。

2018海南中美国际篮球慈善赛组

委会 2018年9月14日

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海土资美兰字〔2018〕606号

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
一条规定和《海南省加快积压房地
产产权确认工作实施办法》的有关
规定，我局已将海口市海联建设总
公司房地产开发公司持有的海口
市国用(籍)字第J0097号土地证项
下292.48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确权
给姜斐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第十二条和《不动产
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有关规
定，现决定注销海口市国用(籍)字
第J0097号土地证项下292.48平
方米土地使用权登记。海口市国
土资源局 2018年9月11日

注销公告
澄迈依梦帘窗帘装饰有限公司信
用代码91469027MA5RF8PU9M
向澄迈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债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事宜

▲海南尼西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2－2，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100MA5RDD3733，现声明
作废。
▲符永源遗失座落于海口市文明
东路181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
号 ：海 口 市 国 用（2002）字 第
000939号，声明作废。
▲儋州东明轩广告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金税盘，编号：44-
66162712311，现特此声明。
▲洋浦瑞鹏船务代理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工商注
册号：4603002102127，声明作
废。
▲ 母 亲 李 兰 花（身 份 证 号:
460035197403081923）于 2003
年 10月 29日在保亭县南林卫生
院出生一名女婴（王芝），其《出生
医 学 证 明 》遗 失 ，编 号:
D460055358，特此声明。

项目寻求合作
项目稳定性强，回报率高。寻找诚

意合作伙伴，共谋发展。非诚勿

扰。投资方需有千万以上资金证

明。联系电话：18889261321陈

场地出租
位于乐东黎族自治县尖峰镇白沙村，

有16亩地。一层4间3400m2、两层

一间350m2，共计：3760m2。租金

200万，租期7年。适合苗圃、仓储，

有意者致电13005096553张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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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记者王黎
刚）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文体厅获悉，
2018年国际乒联青少年巡回赛克罗地
亚站15岁组男子团体决赛16日凌晨
结束，中国队以3：0战胜中国台北队获
得冠军，代表中国乒乓球队参赛的13
岁海南乒乓小将林诗栋表现突出，为
中国队赢得1分。林诗栋是第一个作
为海南本土乒乓球运动员入选国家
队，参加国际大赛并夺得冠军的球员。

在本次比赛中，中国队7战7胜，
林诗栋7次出场，无一败绩。

林诗栋是儋州人，8岁开始在三
亚南燕乒乓球俱乐部接受训练。
2014年底，林诗栋跟随海南队主教练
李蒙赴河北正定县训练半年。在今年
4月下旬结束的2018年全国乒乓球
锦标赛（U13组）暨全国少年乒乓球比
赛（南方赛区）男子单打决赛中，林诗

栋4：3战胜上海选手史璨诚夺得冠
军，并获得国家乒乓球队教练组认可，
列为重点培养对象。

2015年4月1日，林诗栋正式入
选海南省青少年乒乓球队。在今年8
月份举行的海南省运动会乒乓球比赛
中，他一人赢得少年组男子团体、乙组
男子双打、乙组男子单打3枚金牌。

国际乒联青少年巡回赛是国际乒
联一项重要的青少年赛事，2018年的
比赛设突尼斯站、中国站、中国香港
站、意大利站和克罗地亚站。国内外
很多乒乓球高手都在少年时代参加过
这项比赛。

在本站比赛中，林诗栋还将参与
U15组男双和男单的角逐。

国际乒联青少年巡回赛克罗地亚站15岁组男子团体决赛揭晓

海南少年国手林诗栋7战全胜
助力中国队赢得冠军

本报三亚9月16日电（记者王
黎刚）由省文体厅主办的2018年海
南省游泳救生大赛，在三亚市凤凰水
城游泳中心举行，来自全省各市县、
高校、游泳培训基地的18支代表队
95名游泳救生员参加了比赛。

本次比赛设个人赛和团体赛：个
人赛分预赛和决赛；团体赛则是直接
进决赛。参加个人预赛的选手需要

完成抛绳救生、100米障碍游泳、50
米假人救生三项比赛内容。这些项
目的设置主要依据国家体育总局规
定的标准，其目的是考查参赛选手的
体能及对游泳救生技能的掌握熟练
度。决赛为模拟救生实操和心肺复
苏实操，是考查参赛选手在发现溺水
人员后立即施救，维持生命体征的一
项重要救生技能。团体赛竞赛内容

为4×50米障碍游泳接力和4×25
米运送假人接力。

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比
赛对普及游泳知识，推广游泳安全常
识，提高游泳救生技能，强化公民安全
防范意识具有重大意义。海南四面环
海，普及游泳救生技能显得尤为重要，
本次大赛给全省各市县游泳救生队伍
搭建了交流学习、普及提高的平台。

省游泳救生大赛三亚举行

日本羽毛球公开赛收拍

中国队仅获混双一冠
新华社东京9月16日电（记者严蕾）日本羽

毛球公开赛16日落幕，中国混双组合郑思维/黄
雅琼击败队友王懿律/黄东萍夺冠，男双和女双组
合则在决赛中分别落败，获得亚军。

当天的混双决赛，郑思维/黄雅琼对阵卫冕冠
军王懿律/黄东萍。双方第一局打得十分胶着，在
19平后，郑思维/黄雅琼率先获得局点，并以21：
19获胜。第二局，郑思维/黄雅琼乘胜追击，以
21：8轻松取胜。两局用时36分钟。

男双决赛中，中国组合李俊慧/刘雨辰挑战赛
会头号种子、印尼组合吉迪恩/苏卡穆约，结果以
11：21、13：21落败。女双决赛，中国组合、亚运会
女双冠军陈清晨/贾一凡15：21、12：21不敌日本
组合福岛由纪/广田彩花。

当天另两场比赛中，淘汰林丹的日本人气选
手桃田贤斗直落两局战胜泰国选手科希特，获得
男单冠军；西班牙名将马林则与日本选手奥原希
望激战三局，最终以21：19、17：21、21：11卫冕。

一年一度的日本羽毛球公开赛9月11日至
16日在东京都调布市武藏野之森综合体育广场
举行，这里也将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羽毛球项目
的比赛场所。

新华社保加利亚鲁塞9月15日
电（记者王欣然）荷兰队15日在男
排世锦赛上后发制人，以3：1爆冷击
败奥运冠军巴西队。中国男排则以
1：3不敌加拿大队。

当日，巴西队顺利拿下第一局，
但第二局中，荷兰队调整了打法，而
巴西队的打法显得单调，荷兰队以

25：20扳回一局。第三局，荷兰队越
战越勇，以25：20再下一城。第四局
双方打得难解难分，随着巴西名将里
佩的一记重扣出界，荷兰队以25：21
拿下，从而以3：1的总比分击败对
手。

同日，中国队打出了本届世锦赛
B组开赛以来发挥最好的一场比赛，

但仍以1：3不敌加拿大队。
面对世界排名第六的加拿大队，

中国队卸下包袱，放手一搏。虽然前
两局失利，但第三局中国队打出了多
个漂亮的配合，以25：21扳回一局。
第四局双方多次战平，但在23平之
后，中国队没能继续紧咬比分，最终
以1：3的总比分落败。

男排世锦赛中国不敌加拿大

➡ 林诗栋（左三）和队友站在
冠军领奖台上。

法国队连续第二年
晋级戴维斯杯决赛

据新华社巴黎9月15日电（记者苏斌）双打
组合贝内特乌/马于15日再添一分，卫冕冠军法
国队在2018年戴维斯杯网球团体赛世界组半决
赛中3：0领先西班牙队，已确保连续第二年闯入
该项赛事决赛。

此前一天帕尔雷和普耶在单打比赛中连取两
分，法国队距离晋级仅有一步之遥。在里尔皮埃
尔·莫鲁瓦体育场硬地场上展开的双打较量中，同
为36岁的贝内特乌和马于对阵西班牙组合格拉
诺列尔斯/费·洛佩斯，两位老将以6：0、6：4和7：
6（7）的比分为法国队锁定决赛席位。

世界第一纳达尔因膝伤缺阵，对西班牙队影
响颇大。尽管难以改变出局的结果，西班牙队长
布鲁格拉仍对队员们的表现感到自豪。

“局面十分艰难，我们没能完全抓住机会。马
于和贝内特乌打出了一场精彩的比赛。”他说，“我
们为每一分拼尽全力，一些细节决定了比赛结
果。祝贺对手，我们做到了能做的全部。”

据新华社上海9月16日电（记
者朱翃 郭敬丹）随着后半程连胜四局
完成反超，以及在第20局单杆破百锁
定胜局，奥沙利文16日以11：9击败
霍金斯，获得2018斯诺克上海大师赛
冠军，这也是上海大师赛改制为邀请
赛后的首个冠军。

早早来上海备战的奥沙利文此前
打得颇为轻松，无论对阵“澳洲机器”
罗伯逊还是凯伦·威尔逊，虽然偶有状
态起伏，但整体还是顺风顺水。霍金
斯则是在战胜马奎尔、马克·威廉姆斯
和丁俊晖后晋级决赛。半决赛对阵丁
俊晖的比赛中，霍金斯连续挽救赛点，
最终在决胜局胜出，显示了稳定的状
态和心理素质。

决赛中，霍金斯可谓先发制人，首
局就完成单杆破百，打出了3：1的良
好开局。之后奥沙利文手感回暖，连
胜两局将大比分扳平。决赛前半程，
霍金斯6：4领先，两度打出单杆破百。

后半程比赛伊始，善于后程发力
的“火箭”火力全开，与前半程的不温
不火判若两人。或是远台进攻精准，

获得上手机会；或是安全球做球到位，
迫使霍金斯出现罚分。攻防两端明显
提升的“火箭”一飞冲天连赢四局，将
大比分反超为8：6，也严重挫伤了霍
金斯的信心。奥沙利文自己则越打越
放松，并在第14局打出了自己本场决
赛的首个单杆破百。

第15局，虽然霍金斯开局阶段被
连续罚分，但韧性十足的他还是凭借
单杆83分完成超分，将大比分扳为
7：8，暂时止住颓势。可惜已经点燃
了发动机的“火箭”不可阻挡，再次展
现长台进攻绝技，连下两城后以10：7
率先拿到赛点。

重压之下，霍金斯反倒冷静下来，
利用奥沙利文的状态起伏，不断抓住
对手的失误上分。零敲碎打之下，霍
金斯竟然神奇地连续挽救了两个赛
点，将大比分追成9：10。

正当人们以为霍金斯又将把比赛
拖入决胜局，甚至上演“决胜局绝杀”的
戏码时，“火箭”用行动表示了拒绝。第
20局，奥沙利文再度通过精准的长台进
攻上手，以单杆破百锁定胜局。

奥沙利文问鼎上海大师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