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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
2018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

（第一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中共海口市委组织部、海口市机构编制委

员会办公室同意，决定面向全省公开招聘事业编制工作人员7名。
具体招聘岗位、范围、条件和有关要求请登录海口市人民政府

网（http://www.haikou.gov.cn）、椰城青年网（http://www.
hkyoung.org.cn）、海口市人社局网（http://hihk.lss.gov.cn）查阅。

报名时间：2018年 10月 10日至16日（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00）。

地址：海口市秀英区长滨路海口市政府第二办公区13号楼
一楼1022室。咨询电话：68724334 66222793。

共青团海口市委员会
2018年9月20日

召开2018年第1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股东徐榕、张璇、于海春（于楠）：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决定召开2018年第1次临时股东会会议，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9日（星期二）上午10:00
时。会议地点：海口市国贸路1号景瑞大厦A座三楼海南嘉天
律师事务所会议室，会议主持人：执行董事徐榕。会议表决方
式：与会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会议
的有关决议。会议需审议并决议的事项：1、重新选举公司执行
董事；2、重新选举公司监事；3、审议《海港城大厦改建项目》各股
东改建项目投资款按比例返还的议案。联系人：徐榕，联系电
话：13379880001

海口百威实业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0日

海口新埠岛海南之心-和风丽湾
（22块插花地）项目应用太阳能热
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海口新埠岛海南之心-和风丽湾项目位于海口市新埠岛三号
路、十二号路、十一号路交汇处，总用地面积43579.36平方米（含插
花地），属《海口新埠岛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5601地块范围，本次
公示项目为拟建22栋地上3-4层住宅楼。现海口市新埠岛开发建
设总公司代22块插花地业主申请对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
面积，经图审机构审定（琼J太阳能核字【2017】004号），拟补偿建筑
面积181.22平方米。根据《海南省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
法》，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
间：10个工作日（2018年9月20日至10月9日）。2、公示地点：海口
市规划委员会官方网站（http://ghw.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
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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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1，联系人：龙腾卓、赵浩。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9月19日

海口新埠岛海南之心-和风福湾
（17块插花地）项目应用太阳能热
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海口新埠岛海南之心-和风福湾项目位于海口市新埠岛三号
路、十二号路、十一号路交汇处，总用地面积65031.33平方米（含插
花地），属《海口新埠岛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5602地块范围，本次
公示项目为拟建17栋3-4层住宅楼。现海口市新埠岛开发建设总
公司代17块插花地业主申请对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
经图审机构审定（琼J太阳能核字【2017】005号），拟补偿建筑面积
198.12平方米。根据《海南省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
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
10个工作日（2018年9月20日至10月9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
规划委员会官方网站（http://ghw.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
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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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1，联系人：龙腾卓、赵浩。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9月19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809HN0070 QY201809HN0071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以下车辆：1、琼ABV979

东风日产小轿车，挂牌价格为52000元；2、琼AP8581丰田
小轿车，挂牌价格为28000元；3、琼AX0761五菱小型普
通客车，挂牌价格为6000元；4、琼A57669碧莲大型普通
客车，挂牌价格为81000元;5、琼AA9708丰田小轿车，
挂牌价格为 52600 元。公告期为：2018 年 9月 20 日至
2018年10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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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

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催收公告
根据相关协议，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原海南联合资产管理公司，下同）已依法承接了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及其下属机构和工行各

省市分行的以下债权（包括贷款本金、利息及其他权利）、投资及资产。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债权（包括贷款本金、利息及其他权
利）、投资及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义务人立即向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或法院判决所确定
的义务(若债务人、担保人及其它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
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联系电话：0898-68582212 联系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81号南洋大厦2302室

2018年9月20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原放贷银行

工行海甸支行
工行国贸支行
工行国贸支行
工行琼山支行
工行琼山支行
工行琼山支行
工行国贸支行
工行屯昌支行
工行国贸支行
工行省行营业部
工行国贸支行
工行定安支行
工行海甸支行
工行省行营业部

借款人

海南高新科技产业开发公司
海南佳宏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信运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亿利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原琼山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
原琼山市狮子岑开发建设总公司
海南华美房地产有限公司
屯昌县房地产开发公司
琼山市外经综合贸易公司
海口市交通维修综合厂
海南荣诚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省定安县塔岭开发总公司
海南北后房地产开发公司
海南省二轻总公司

本金
13,282,072.81
78,998,354.29
44,249,983.73
8,500,000.00
1,220,000.00
700,000.00

118,295,350.00
6,990,000.00
800,000.00

2,500,000.00
80,464,528.92
19,550,000.00
25,000,000.00
10,000,000.00

利息
18,911,207.28
35,197,633.61
19,623,713.34
9,989,696.58
3,148,792.74
928,798.53

162,692,476.30
15,777,521.00

771,265.44
3,937,017.94

64,584,573.08
37,255,911.96
46,022,468.42

诉讼费及其他垫款

33,341.00
115,666.00

261,980.00

39,654

344,778.00

贷款金额

利息截止时间：2004年10月20日 单位：元一、贷款类

二、投资类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企业名称
海口恒基物业发展公司
海南华美房地产有限公司
海南华美房地产有限公司
原琼山县商业发展总公司
海南中桥房地产开发公司
海南星海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海南自力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华美房地产有限公司
海南华美房地产有限公司
万宝（中国）服装实业公司

资产名称
海口龙昆南路土地
紫金城项目
沁园小区
琼山石山镇施荣管区土地
琼山土地
海口星海高级公寓小区
太阳城项目
商住楼（金山广场）
怡田花园

资产位置
海口龙昆南路
洋浦港务局
秀英国科园对面
海口市石山镇
海口市凤翔路
海口市海甸岛白沙门村西侧
海甸岛五东路东部开发区十一区
海口市国贸外资区
龙昆南路

投资金额
3,200,000.00
6,375,000.00
9,234,000.00
1,500,000.00
406,060.00

15,000,000.00

83,382,945.03

2,000,000.00

诉讼费及其他垫款

单位：元

三、抵贷类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资产名称
海口市设备租赁股份公司儋州土地
海南省电子工业总公司铺面、办公楼、厂房及厂房土地
海南省电子工业总公司二号工业楼及东面副楼
丁村土地
海南银海集团有限公司名流花园项目
海口市工商房地产联合开发投资公司港澳开发区土地
海南银海设备租赁有限公司长秀土地
广海大厦（海南大酒店）
海南银海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文昌清澜开发区东部生活区土地
海口市设备租赁股份公司灵山土地

资产位置
儋州市那大
海口市大英村57号、金盘工业区、南宝横路
海口市大英村58号、金盘工业区、南宝横路
海口市龙昆南城西乡丁村
府城琼北车管所后约8、9百米远
海榆西线南侧
海口市长秀开发区
海口市海府路49号省委大门东侧旁
文昌清澜开发区东部生活区
琼山灵山镇海榆东线22公里处

抵贷金额
348,000.00

101,313,193.30
8,632,806.70
749,500.00

2,327,200.00
1,920,800.00
2,500,000.00
33,165,600.04

500,000.00
2,420,900.00

诉讼费及其他垫款

266,229.41

单位：元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税一稽告〔2018〕8004号

海南昌益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601000905485970，法
定代表人：孙铭鑫)：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你公司法定代表人孙铭鑫拒
绝前来配合税务检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
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事项通知书》（琼税一稽通〔2018〕
8017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税务事项通知书》主要内容：
事由：变更执法主体
依据：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做好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

革过渡期稽查执法衔接工作的通知》（税总办发〔2018〕98号）第二
条、执法主体的衔接，第一款信息公开的相关规定。通知内容：因国、
地税合并，需将稽查执法主体由原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八稽查局变更
为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请你公司配合接受检查。

联系地址：海口市华信路5号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
稽查局

联系人：张振兴、张东升 联系电话：0898-66720293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9月20日

本报海口9月19日讯（记者王
黎刚）海南日报记者从19日召开的

“碧桂园杯”2018年第十三届环海南
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本次比赛 10月 23日至 31日举
行，起终点均设在儋州市。比赛途经
除屯昌、文昌、三沙外的海南16个市、
县，呈顺时针形态行进，历时9天，设9
个赛段，赛事总里程1431公里。

组委会根据赛队级别和竞技水平的
高低，最终确定21支队伍参赛。参赛队
伍包含7支洲际职业队、12支洲际队以

及瑞士和克罗地亚2支国家队。令人关
注的是，在参赛的7支洲际职业队中，包
括了2018环意赛的4支外卡车队。

本届赛事继续提升了特色和亮
点，一是赛事的全球直播范围进一步
扩大。本届环岛赛将延续“全程直
播+全球直播”的电视转播模式，与
A.S.O机构合作进行全球直播，电视
信号将覆盖亚洲、欧洲、美洲、大洋
洲、非洲及中东地区等186个国家和
地区，在2017年基础上增加了俄罗
斯、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和地区的

电视直播，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二
是竞赛线路的沿途风景更美。今年
环岛赛精选了海南省沿线最为秀美
壮丽的景观地区，途径万泉河、博鳌
会议中心、吊罗山、清水湾、五指山大
峡谷、呀诺达热带雨林景区、鹿回头
风景区、保梅岭风景区等海南特色景
点。三是赛事活动与旅游等相关产
业深度融合。

在赛前预热阶段，开展了“环岛赛
鹿娃美丽乡村游”“世界无车日环岛赛
公益骑行”以及“我是冠军”环岛赛儿童

滑步车大赛等活动，吸引了市民的广泛
参与。另外在赛事期间，环岛赛吉祥物
鹿娃接机活动、环岛赛国际车队走进南
强村、幸运市民颁奖活动、“皇后乐队”
惠民演出活动、花车巡游活动以及精彩
的开闭幕式和嘉年华活动等将悉数亮
相，为观众打造集观赛、旅游观光、互动
参与等于一体的绝佳体验。

儋州市市长朱洪武表示，环岛赛
是在我省举办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
大体育赛事，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
平台，儋州市政府将全力以赴支持赛

事各项筹备工作顺利推进，确保2018
环岛赛成功举办。

赛事组委会副主任、省文化广电
出版体育厅厅长林光强表示，环岛赛
将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继续向着
国际一流赛事的目标前进，在赛事组
织、服务保障等方面向国际顶级赛事
看齐。

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和海南
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国自行车运
动协会、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
儋州市人民政府承办。

2018环岛自行车赛下月23日发车
历时9天，设9个赛段，赛事总里程1431公里

本报三亚9月19日电（记者王黎
刚）2018三亚“福瑞杯”全国乒乓球邀
请赛19日在三亚福瑞教育乒乓球训
练基地开拍。由来自全国的36名优
秀选手组成12支队伍进行团队对决。

本次参赛的12支队伍由此前
举行的三亚资格赛产生的三亚12
强选手和海南省专业队伍的12名
优秀选手，包括郝帅、李平等世界冠
军在内的12名前国家队队员分别
抽签组成，每组三人，他们将在接下
来的两天进行团体对抗赛。

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
段为小组循环赛，采取五局三胜制，

第二阶段进行淘汰及附加赛，采取
七局四胜制。根据比赛规则，小组
循环赛的第一场就是国家队员和国
家队员的对决。前国手郝帅和李平
的出场，让三亚观众大饱眼福。

三亚市福瑞教育乒乓球训练基
地创办人符兆正说：“以赛促发展、以
赛聚合力。通过举办高水平乒乓球
竞技比赛，增加三亚乒乓球爱好者之
间交流，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体育文
化需求，丰富三亚市民的体育文化生
活。已经投入使用的乒乓球基地将
作为三亚乒乓球爱好者交流的平
台。并在此基础上，选拔优秀人才，

建立三亚乒乓队，推动三亚乒乓球运
动朝着专业化、职业化道路发展。”

符兆正说，此次比赛既有前国
手的助阵，也有海南省专业队伍参
加，不仅让三亚乒乓选手与国手同
台竞技，更让本地的乒乓爱好者们
欣赏到高水平的比赛，激发广大青
少年参与乒乓球运动。

河北银河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赞
助了本次比赛的用球、挡板布和裁
判桌。本次比赛活动由三亚福瑞实
业有限公司等单位主办，三亚市乒
乓球协会、三亚福瑞教育乒乓球训
练基地承办。

三亚“福瑞杯”全国乒球邀请赛开拍
前国手郝帅和李平到场参赛

据新华社保加利亚鲁塞9月18
日电（记者王欣然）第19届世界男子
排球锦标赛B组的比赛18日晚在保
加利亚多瑙河沿岸城市鲁塞结束，巴
西、荷兰、法国和加拿大队小组出线，
中国队则无缘16强。

在当晚进行的B组最后一场比赛
中，法国队以3：0战胜加拿大队后，以
小组第三的战绩晋级淘汰赛阶段的比
赛，加拿大队名列第四，但也小组出
线。在当日进行的另一场比赛中，巴
西队以3：0战胜中国队，以高于荷兰

队的积分夺得小组第一名。中国队小
组赛6战皆负，无缘16强，同组的埃
及队也失去了晋级的机会。

当晚在保加利亚黑海沿岸城市瓦
尔纳进行的D组最后一场比赛中，波
兰队战胜保加利亚队，以小组第一的
战绩挺进16强。该组的伊朗、保加利
亚和芬兰队也获得小组出线权。

21日-23日，巴西、荷兰、波兰和伊
朗队将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为争夺八
强席位而进行循环赛，法国、加拿大、保
加利亚和芬兰队则在瓦尔纳相互交手。

据新华社江苏常州9月19日电
（记者王恒志）2018威克多·中国羽毛
球公开赛19日在江苏常州结束首轮
较量，世界头号女单、中国台北名将戴
资颖0：2不敌中国队小将高昉洁，爆
出一大冷门。男、女双打和混双的头
号组合均晋级16强。世锦赛男、女冠
军桃田贤斗、马林，以及石宇奇、奥原
希望等名将也都顺利晋级。

中国队女单“小花”有喜有忧，还不
满20岁的高昉洁击败亚运会新科冠军、
世界排名第一的戴资颖，爆出当日最大

冷门。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中国公开
赛上高昉洁就一鸣惊人，当时19岁的她
连胜强敌打进决赛，最终获得亚军。

中国队另两位女单选手均遭败
绩，20岁的陈晓欣苦战三局，1：2不敌
印尼选手玛丽斯卡。18岁小将蔡炎炎
0：2不敌泰国名将金达蓬，金达蓬下一
轮将对阵高昉洁。世锦赛女单冠军马
林、日本名将奥原希望均轻松晋级。

男单方面波澜不惊，日本名将桃
田贤斗、中国选手石宇奇等种子选手
均顺利晋级。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

头号女单戴资颖爆冷出局

男排世锦赛B、D组战罢

中国队无缘16强

省青少年足球赛
总决赛开踢

本报讯 2018年海南省青少年足球赛总决赛
19日在海口世纪公园球场举行。在A组的比赛
中，海南师范大学队5：1大胜儋州队。三亚金臣
海浪2：1险胜海南港航青年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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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组海
南师范大学、三亚金臣海浪、海南港航青年、儋州
市队；B组万宁市、海航集团、海南大学、省司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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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雷霆队。

按照赛程安排，第一阶段的小组赛采用单循
环积分制，每组前两名进入8强。第二阶段的8
强比赛采用交叉淘汰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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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亚辉）

欧冠战报
（19日）

利物浦3：2巴黎

巴塞罗那4：0埃因霍温

国际米兰2：1热刺

摩纳哥 1：2马德里竞技

加拉塔萨雷3：0莫斯科火车头

沙尔克04 1：1波尔图

高尔夫球《青少年运动
技能等级标准》颁布

据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记者杨琳）中国
高尔夫球协会19日正式颁布《青少年运动技能等
级标准》（以下简称《等级标准》），以此作为评定青
少年高尔夫球运动技能水平的行业标准。

据介绍，《等级标准》的推广旨在传播高尔夫
球运动文化，加快高尔夫球运动在我国青少年中
的普及，鼓励青少年积极参加课余体育锻炼。

《等级标准》根据青少年的生长发育特点和运
动训练规律制定而成，分为入门阶段、提高阶段、
专业阶段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包含一至三个级别，
形成了“三阶九级”的体系格局。中高协与运营单
位大正高尔夫联合组成领导小组从今年开展试点
工作，计划未来两年扩展到全国31个省区市。

中国高尔夫球协会秘书长庞政在发布会上表
示，希望通过它（《等级标准》）建立适合中国青少
年高尔夫球发展的规范的、统一的、指导性的标
准，为青少年体育项目技能评定标准的试点工作
开一个好头。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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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