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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讣 告
湘潭大学原政治系领导、离休干部汤一晃同志因病医

治无效，不幸于2018年10月26日零点30分在海口市仙

逝，享年九十岁。定于2018年10月28日10时30分在海口

殡仪馆向遗体告别并火化，遵其遗愿，一切从简。谨此讣告。

丈夫安特，携儿女海星、滨星、沛星，儿媳鲜华、女婿

跃湘、学蛟，孙辈洁、晨、茜、勋哀告

2018年10月28日

海南日报会展有限公司现就2018白沙啦奥门丰收节活动整
体氛围营造项目进行公开采购。项目概况：本项目为白沙啦奥门
配套服务，主要包含主会场舞台、现场布置、青松乡专场现场布置
（包括舞台）、七坊镇橙园氛围营造、邦溪百香果园氛围营造、会议
研讨氛围营造等（具体内容详见招标文件）。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良好的商
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
记录，有较强的本地化服务能力，近两年有会展活动工作经验。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8年10月25日至10月31日，每
日上午8时30分至11时30分，下午14时30分至17时30分（北
京时间），在海南省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新闻大厦一楼会
展公司报名，报名时需提交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
证、法人委托书（或单位介绍信）、受委托人身份证及投标人资格要
求的相关资料（核原件收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投标文件递交
截止时间2018年11月5日14时（北京时间）。

联系人及电话：张英66810514

2018白沙啦奥门丰收节活动整体氛围营造项目招标公告

海南省那大海源贸易有限公司[原名称：儋州市海源贸易（有限）
公司）]：

因你司2001年10月8日被儋州工商局吊销营业执照，我局
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司送达，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解除国有
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合同书通知书》，具体内容如下：

1、根据儋府函[1994]73号批复，1993年 7月20日我局与
你司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合同书》，合同约定你司
应于1995年1月30日前付清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但截
至目前，你司未履行《出让合同》约定按期缴足16.2亩土地（每
亩7万元，合计113.4万元）出让价款，尚欠83.4万元未缴纳，并
产生滞纳金；

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

行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合同书》第
11条之规定，我局即日起依法解除与你司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协议出让合同书》，本通知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

3、根据《海南省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实施办法》第
15条规定对你司已缴纳的30万土地出让金对应部分约4.286亩
土地（包括司法过户的约3．23亩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予以认可，
剩余的11.914亩土地，由于你司未缴纳土地出让金，确认你司没
有取得该部分的土地使用权，并依法收回土地，我局后续会依法
划定你司合法取得部分和不予认定使用权部分的用地界线。

特此公告
儋州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10月26日

关于《解除<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合同书>通知书》的公告海垦广场停车楼广告选聘代理商公告
海垦广场为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重点投资建

设的商业地产项目，位于海口市海秀中路71号，项目建设面积22
万平方米，由五层大型商业街区和两座写字楼组成。海垦广场停
车场广告招商代理广告资源载体分为：停车场立柱广告和停车场
墙面广告。为了给消费者提供良好停车消费环境，现面向社会公
开选聘停车场广告招商代理商，条件如下：一、报名的停车场广告
资源代理公司优先考虑岛内成熟的专业运营公司。二、报名的停
车场广告资源载体代理公司需具备政府相关运营许可证且在工
商局及消费者协会无不良记录。三、报名时间地点:1、报名时间：
2018年10月28日-11月2日。2、报名地点：海口市海秀中路71
号海垦广场营销中心 2 楼办公室。3、联系人/电话：刘先生
18976098975。4、准备材料：品牌简介、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
司公章）、法人身份证复印件等。5、本公告由海南农垦商业开发
管理有限公司企划部负责解释。

关注“碧桂园杯”环岛赛

在“碧桂园杯”2018第十三届环
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的参赛名单
中，有4支意大利车队。意大利车队
来者不善，在已经结束的5个赛段的
比赛中，他们获得了4个赛段的冠
军。意大利安德罗尼车队经理阿里
山德罗说，他们参加环岛赛的目标就
是夺得总冠军。

4 支意大利车队分别是威廉
车队、安德罗尼车队、巴迪亚尼-
CSF 车队和尼波维尼凡蒂尼车

队，其中，前 3 支车队参加了今年
举行的环意大利自行车赛，实力
非常强劲。

安德罗尼车队一直以来是环中
国赛的常客，但总是因为种种原因
与环岛赛错过。阿里山德罗说：

“今年我们终于来到了美丽的海南

岛。”别看安德罗尼车队在欧洲的
比赛中经常取得好成绩，但参加了
5站环岛赛后，阿里山德罗感觉环
岛赛竞争比想象的激烈多了。“我
们的主要对手是威廉车队，如果能
在环岛赛上战胜他们，是很开心的
事。”他说。

巴迪亚尼-CSF车队的当家车
手瓜尔迪尼冲刺能力极强，在亚洲
顶级赛事——环兰卡威的比赛中创
造了22场的胜场纪录。参加环英
国和意大利的几场平路单日赛后，
他随队参加环岛赛。他说：“对欧洲
车手们来说长距离飞行之后立即投

入到比赛中是很劳累的，但很庆幸
的是前两周我一直在比赛中，所以
状态保持得非常好。海南我感受到
了度假的喜悦，如果可以，我很想以
后和我的太太来到这里感受海南的
风光。不过，她已经怀有身孕，我们
将在不久迎来第一个宝宝，希望我
们一家人以后能有机会一起来海南
度假。”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椰林10月27日电）

4支意大利车队露出冠军相

10月27日，环岛赛参赛车手在第五赛段（万宁-陵水）比赛中。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本报海口 10月 27日讯 （记者
卫小林）10月 27日上午，海南省诗
词学会成立 30 周年大会在海口召
开。中华诗词学会向大会发来贺
信，省内各界人士 200 多人参加会
议。

30年来，省诗词学会在传承和
弘扬中华优秀诗词文化方面做了卓
有成效的贡献，诗词作者队伍不断壮
大，现有会员逾600人。全省诗词学
会组织逐步普及，势头向好。诗教工
作深入推进，儋州、临高先后被评为

“中华诗词之乡”，一大批诗词作者斩
获多项全国大奖，出版《海南百家诗
词选》《中华诗词文库·海南诗词卷》
《海南百景咏》《当代中华诗词集成海
南卷》等著作。

会上，由周济夫选编的学会会
刊佳作集成新书《<琼苑>三十年作
品选》首发。该书收录了省内外
300名诗词作者的佳作1050首，从
不同侧面吟诵了海南的山水风物
和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年来取得的
辉煌成就。

省诗词学会
成立30周年大会海口召开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记者
周玮）由肯尼亚体育与文化遗产部主
办，肯尼亚非中文化交流协会、中国国
家图书馆等承办的首届“一带一路”非
中艺术交流展，日前亮相中国国家图
书馆。

本次展览以“走进肯尼亚·感知新
非洲”为主题，参展的110余幅作品中
有一半以上出自肯尼亚、卢旺达、乌干
达、津巴布韦、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的
40余位艺术家之手。其中既有反映
非洲人民日常生活、民俗类的油画、粉
笔画、雕塑作品，也有当代艺术表现的
作品。中国有30余位艺术家的40余
幅作品参展，包括油画、国画、版画、雕

塑等反映“一带一路”建设、非洲风土
人情以及当代生活的艺术作品。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饶权说，
此次非中艺术交流展的举办，是肯
尼亚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
回应，也是中非文化艺术界的一次
交流盛会，为中国人民通过文化艺
术作品深入了解非洲各国提供了难
得的良机。

肯尼亚体育与文化遗产部文化理
事拉贾特表示，中国倡导的“一带一
路”建设使肯尼亚受益匪浅。希望通
过此次艺术交流展，吸引更多的中国
朋友走进肯尼亚，去体验和感受非洲
人民的热情。

首届“一带一路”
非中艺术交流展亮相国图

⬅10月27日，在中超联赛第
27轮比赛中，江苏苏宁队客场以
2：0战胜北京人和队。图为江苏苏
宁队球员吴曦（左）与北京人和队球
员曹永竞拼抢。

新华社发

北京时间10月28日晚，西甲联
赛上演本赛季首次国家德比，巴萨主
场迎战皇马。由于梅西受伤缺阵，这
是11年来第一次没有梅西和C罗参
加的西班牙国家德比战。不过，梅罗
一齐缺阵看来并没有减弱“第一德
比”的吸引力，据电视转播商估算，这
场比赛全球将有6.5亿电视观众观
看，这一数字与上赛季持平。

功勋主帅齐达内卸任，头号球星
C罗出走意甲尤文，对皇马的影响逐
渐显现。尽管队中依然球星云集，但
新帅洛佩特吉看来并不能很好地掌
舵银河战舰，新赛季开战以来，皇马

在西甲战绩低迷，目前仅排名第7，
落后死对头巴萨4分。

巴萨核心梅西在上一轮与塞维
利亚的比赛中受伤，本场国家德比
继续缺阵。即便梅西缺阵，本赛季
引援之利颇高的巴萨看起来依然占
据优势。虽然10月遭遇连续4轮不
胜，但在上轮榜首大战4：2大胜塞
维利亚以及在欧冠2：0轻取国米之
后，巴萨看起来又重回正轨。本场
德比战，巴萨有足够多的精兵良将
填补梅西缺阵的损失。如果不出现
大意外，主帅巴尔韦德将在对皇马
的比赛中采用和对国米一样的首发

阵容。在锋线上，苏亚雷斯和库蒂
尼奥将发挥主角作用；中场有巴西
人阿图尔和拉菲尼亚坐镇，巴萨依
然能掌控节奏和球权；后防线或许
有隐忧，因为两名中卫皮克和朗格
莱并不能令人放心。

洛佩特吉已经坐上火山口，本
场德比如果表现糟糕，帅位可能不
保。洛佩特吉本赛季用兵一直犹豫
不决，阵型在442和433间摇摆。不
知道在这场关键的德比战中，洛佩
特吉能否破釜沉舟决绝一回？即便
挽救不了下课的命运，也多少挽回
些声誉。 ■ 林永成

西班牙国家德比今晚上演

梅西缺阵巴萨依然很强大

中超第27轮战报

海南省户外徒步健身活动
在三亚举办

本报三亚10月27日电（记者易宗平）随着
清脆的鸣笛声响起，由国内外知名徒步团队和徒
步健身爱好者组成的1000人徒步大军，浩浩荡荡
踏上浪漫的沙滩徒步之旅。这是10月 27日，
2018年海南省户外徒步健身活动在三亚举办时
的热烈场面。

10月27日，在三亚市大东海广场—三亚鹿
回头风景区，举办了以“全民健身”为主旨的2018
年海南省户外徒步健身活动。在徒步路线中，志
愿者们不断为参与者准备补给水和冰镇食品。在
鹿回头景观台留影环节，不少人拿出手机拍摄图
片和视频，并分享到各自的微信朋友圈。

一些徒步者表示，徒步在沙滩边，祥和、坦然
的感受油然而生。尤其是在美丽的鹿回头景区，
暖暖的阳光照在皮肤上，舒适自在，回味无穷。

此次活动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主
办，海南省徒步运动协会承办，大东海管理有限公
司和三亚鹿回头风景区协办。

多哈体操世锦赛

中国男团资格赛喜忧参半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记者卢羽晨

杨元勇）第48届体操世锦赛当地时间26日在卡
塔尔首都多哈结束了两天的男子资格赛争夺。
俄罗斯男队强势复苏以总分258.402分占据男团
资格赛第一，中国男团以0.566分之差紧随其后，
日本男团暂列第三。卫冕冠军肖若腾排名个人
全能第一，邹敬园双杠排名第一。

根据规程，10月25日至11月3日在多哈举
行的体操世锦赛，是东京奥运周期体操项目首次
资格赛，团体项目的前三名将直接获得东京奥运
会参赛门票。接下来两天将进行女子资格赛，中
国女队将于28日登台亮相。

本届世锦赛资格赛采用5-4-3赛制（即5人
报名，4人参赛，取3个最好成绩），中国队最后一
组登场。中国男团在跳马、双杠和单杠比赛里充
分发挥了自身水准，前三项总得分超过俄罗斯男
团。中国男团双杠项目优势明显，卫冕世界冠军
邹敬园更是凭借超高质量的成套动作获得
15.800分，排名第一。不过从自由操开始，中国
男团开始出现失误。此后，中国队员也与不少选
手一样在鞍马项目上“栽坑”。好在最后一项吊
环整体发挥稳定，中国男团最终排名第二。

由于每支队伍在个人项目上最多只能有两人晋
级决赛，因此男子资格赛结束后，肖若腾晋级鞍马、单
杠、个人全能三项决赛，孙炜晋级个人全能决赛，邓书
弟晋级单杠决赛，邹敬园、林超攀晋级双杠决赛。

“有收获，有不足，决赛加油！”中国体操队领
队叶振南说。

NBA昨日战报

江苏苏宁2：0北京人和

长春亚泰1：2重庆斯威

广州富力2：6天津权健

河北华夏3：2大连一方

CBA昨日战报
青岛92：103深圳

上海109：102吉林

天津98：92山西

火箭113：133快船

勇士128：100尼克斯

猛龙116：107独行侠

鹈鹕117：115篮网

雄鹿125：95森林狼

奇才112：116国王

黄蜂135：106公牛

本报椰林10月27日电（记者
王黎刚）“碧桂园杯”2018第十三届
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7日结
束了“碧桂园·珊瑚宫殿 ”赛段（万
宁-陵水）的比赛。意大利安德罗尼
车队的曼努埃尔·贝莱蒂拿下本届环
岛赛第二胜，并穿上了“碧桂园”黄色
领骑衫。全运会山地越野赛冠军吕
先景（中国恒翔车队）爬坡点表现突
出，赢得“一汽·大众蔚领C-TREK”
爬坡王圆点衫。

本赛段从万宁市人民公园出发，
终点设在了碧桂园珊瑚宫殿，全程
178.4公里。第五赛段是本届环岛赛
第一个山地赛段，车群途中将经过吊
罗山，整个赛段设有3个三级爬坡点
和1个二级爬坡点，分别设在24.2公
里、79.2公里、87.1公里和108.6公里。

在前3个三级爬坡点中，去年全
运会山地越野项目冠军、中国恒翔车
队的吕先景表现出色，强势拿下两个
第一和一个第二。在赛段过半后，他

在爬坡积分榜上已经处于领先位
置。比赛最后形成一个集团冲刺，安
德罗尼车队的冲刺手曼努埃尔·贝莱
蒂先发制人，拿下了赛段冠军，继第
三赛段之后再下一城。夺得这个赛
段的胜利后，贝莱蒂也成为新的“碧
桂园”黄衫得主。

经过本赛段激烈的比赛之后，今
天环岛赛四件领骑衫的得主全部易
主：贝莱蒂拿下了“碧桂园”黄色领骑
衫；此前处在冲刺积分榜第二位的雷
蒙德·科瑞德（日本UKYO车队）本
赛段拿下一个冲刺点并获得赛段第
三，如愿登顶冲刺积分榜，穿上了“中
国体育彩票”冲刺王绿衫；“一汽·大
众蔚领C-TREK”爬坡王圆点衫属
于吕先景；而参与了本赛段集团冲刺
的马来西亚车手马祖奇（丁加奴洲际
队），再度获得象征最佳亚洲车手的

“永达”蓝衫。本赛段的敢斗奖颁给
了今天两度突围的达维德·欧瑞科
（奥地利福拉尔贝格-森地客车队）。

环岛赛第五赛段陵水收官

中国车手吕先景夺爬坡王圆点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