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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清产核资公告
根据《关于印发<关于深化港航公安机关管理体质改革方案>

的通知》（中央编办发［2017］327号）、《海南省财政厅、海南省公安
厅、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海南省港航公安机关清产核资工
作方案的通知》（琼财防［2018］1493号］）和《海南省港航公安机关
清产核资工作方案》的要求，海南省港务公安局委托海南鸿晔会计
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对海南省港务公安局及所属三亚港、八所港
分局开展清产核资工作。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7日内带齐有关资料到各单位清产核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

债权债务登记，债权债务人不能在期限内进行登记的将按相关法
律法规处理。

海南省港务公安局 地址：海口市秀英区海港路8号，联系人：
谢明精，电话：13337557477

海南省港务公安局八所港分局 地址：东方市八所镇港湾三楼
308号，联系人：符恋，电话：13876432232

海南省港务公安局三亚港分局 地址：三亚市天涯区新建街
与胜利路交叉口西南100米 海湾商务大厦，联系人：吉文斌，
电话：13976719251

2018年11月1日

总面积达一万四千余平方米的海口市档案新馆开建在即。新馆建
成后，将做为展示海口历史文化、展现全体海口人民建设美丽家园壮丽
画卷的公共文化设施向全社会开放。为更好地留存海口记忆，海口市档
案馆现向社会征集相关档案资料：

一、征集的范围和内容
（一）民国及上溯各朝代形成的与海口地区有关的各种文告、契约、

印章、来往信函以及重要的碑刻、拓片、书报、钱币等。
（二）新中国成立以前府海地区革命斗争和群众运动中形成的或与

海口有关的各种档案史料、实物等。
（三）建国以来国家领导人、省级主要领导及国内外知名人士在海口

形成的文件、讲话、题词、照片、录音、录像等。
（四）反映本行政区域内重大事件、风土民情、民俗文化等各种文物、

地图、照片、报刊、书籍等。
（五）反映海口经济和社会发展、城市变迁、农村建设历程的文字、照

片、录音、录像、实物等。
二、征集办法
1、捐赠：由市档案馆向捐赠者颁发收藏证书或荣誉证书;
2、寄存：以寄存的方式交市档案馆代为保管;
3、征购：经双方友好协商购买，其所有权归市档案馆；
4、复制：复制件留存市档案馆，原件奉还本人。
三、联系方式
地址：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办公区16号南楼3楼3045市档

案局征集编研科
联 系 人：王女士 欧先生
联系电话：（0898）68704906 13648620961
电子邮箱：wtao@haikou.gov.cn

海口市档案馆
2018年11月

海口市档案馆关于征集民间档案资料的公告

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2018）第17号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决定将海口市美苑路

以西、美祥路南侧，下洋瓦灶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回迁安置C0502地
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本次挂牌出让的用地位于海口市美
苑路以西、美祥路南侧，属于下洋瓦灶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回迁安置房
用地C0502地块，面积34448.11平方米（合51.67亩），土地用途为城
镇住宅用地（其中住宅用地占94%,商服用地占6%），土地使用年期城
镇住宅为70年，商业为40年。根据市规划委《关于下洋瓦灶片区棚改
回迁商品房C0502地块规划条件的修改函》（海规函〔2018〕2655号），
该宗地规划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容积率≤5.414，建筑密度≤
30%，绿地率≥30%，建筑限高≤100米。本宗土地内应配建以下配套
设施：地块内须配建居委会一处，建筑面积≥660平方米；文化活动中心
一处，建筑面积≥400 平方米；居家养老服务站一处，建筑面积≥200平
方米；公厕一处，建筑面积≥60平方米；老人日间照料中心一处，建筑面
积≥780平方米；12班幼儿园一所，用地面积≥4320平方米，建筑面积≥
2880平方米。上述配建设施土地竞得人应按照国家、地方行业管理规
范、规定要求进行建设，建设竣工验收通过后，无偿移交给市政府指定
的相关部门，并负责办理不动产权证。其他规划控制条件按照海规函
〔2018〕2655号文执行。

二、竞买人资格：符合下述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企业法
人或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竞买（注：失信被执行
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1、竞买人（或其关
联公司）须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2、竞买人（或其关联
公司）开发或施工过的房建工程项目获得过鲁班奖或詹天佑奖等国家
级质量奖项；本次挂牌出让文件的“关联公司”仅指通过股权参与的控
股、持股公司。3、竞买人（或其关联公司）需具备本次招拍挂规定的上
述施工资质条件，并依法组织施工，不得挂靠或以任何形式变相挂靠，
也不得将除法律允许分包之外的项目分包给他人。4、非海口市注册
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竞得土地后7日内在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
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由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与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理不动产权登记手续。申请
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应在申请书中明确竞得
人在新公司中出资比例不得低于50%。

三、本次挂牌地块楼面地价起始价647元/建筑平方米，每次加价
幅度为人民币10元/建筑平方米的整数倍。竞买人在报名时需缴纳土
地竞买保证金12000万元人民币。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五楼）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
心一楼3号窗口查询，凭有效证件索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时间：2018
年11月9日9:00至2018年12月4日16:00（北京时间）。

五、挂牌时间、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1、挂牌起始时间：2018年11月
26日9:00（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2018年12月6日16:00（北京时

间）。2、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经审核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于
2018年12月5日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3、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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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厅。本次竞买活动挂牌报价阶
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六、其它注意事项：1、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
作日内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土地竞买保证金自
动转做出让地块的出让金，定金为土地成交价的10%。土地出让金按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2、2018年9月20日，海口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具了《关于下洋瓦灶C0502地块具备供地条件的说
明》，该宗地权属清晰、安置补偿、地上附着物清表均已完成，无法律经济
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已具备供地条件；3、本宗土地带项目
回迁商品房建筑设计方案进行出让，土地竞得人应按规划批准的建筑设
计方案进行深化设计和建设（规划批准的回迁商品房建筑设计具体方案
咨询电话：68703002，杨先生）；4、该地块项目建设周期为30个月，以取
得本项目《土地成交确认书》之日起计算。因不可抗力建设周期需延长
的，由竞得人报市棚改部门批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一年。若不能按期竣
工交付，超出的回迁过渡安置费用全部由企业竞得人全额支付。涉及水
务、绿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等的设计施工，应符
合国家、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5、本项目回迁商品房的回购
限定价格为建筑面积6248元/平方米，商业建筑的回购限定价格按照市
棚户区（城中村）改造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提供下洋瓦灶棚改片区回迁
商品房C0502地块土地出让补充条件的函》（海棚联办策〔2018〕28号）
的相关要求确定；6、该项目住宅套内装修的材料达到优质等级，装修综
合费用不低于600元/平方米；7、本项目所有的住宅、商业用房，均由项目
所在辖区政府组织特定回迁人按限定价格进行回购。具体名单和购买
条件由项目所在辖区政府提供。有剩余房源的，由辖区政府或相关指定
部门和单位按《关于提供下洋瓦灶棚改片区回迁商品房C0502地块土地
出让补充条件的函》（海棚联办策〔2018〕28号）的回购价格回购；8、有独
立产权的小区配建停车位，按《海口市棚户区（城中村）改造联席会议办公
室关于明确各棚改项目回迁商品房地下停车位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海
棚联办征〔2018〕30号）的约定，最高价不超过13.64万元/个进行销售，
或参照周边租赁市场的价格进行租赁，不得对小区业主以外的单位及个
人进行销售或租赁；9、税金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挂牌交易服务费
按规定收取；10、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
登记手续。

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
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898）68531700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0898）65303602
网上查询：www.landchina.com
http://zw.hainan.gov.cn/ggzy/ www.hnlmmarket.com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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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3号

海 南 长 宏 康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460100MA5RHAQB61)；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
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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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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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内容：1、
因机构变更，自2018年8月15日起，对你公司的检查由国家税务
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承继办理，请你公司配合后续执法事
项。2、经调查，发现你公司在2017年9-10月期间接受上海厚以
商贸有限公司虚开的4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请你公司自收到本通
知书之日起10日内到我局进行陈述、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
料，或者向我局提供能证明你公司与上海厚以商贸有限公司实际发
生业务真实性的有关证据。逾期不进行陈述、申辩，提供有关证据
的，视同放弃权利。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翅、盛合、黄毅、徐明雯
联系电话：66757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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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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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4号

海 南 厚 辉 捷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460100MA5RHARN0F):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
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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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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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内容：1、
因机构变更，自2018年8月15日起，对你公司的检查由国家税务
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承继办理，请你公司配合后续执法事
项。2、经调查，发现你公司在2017年11月期间接受上海鹊敏商贸
有限公司虚开的24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请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
之日起10日内到我局进行陈述、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
或者向我局提供能证明你公司与上海鹊敏商贸有限公司实际发生
业务真实性的有关证据。逾期不进行陈述、申辩，提供有关证据的，
视同放弃权利。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翅、盛合、黄毅、徐明雯
联系电话：66757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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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1月5日

海南省定安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琼9021执571号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冯所武与被执行人王玉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中，于2018年10月23日作出(2018)琼9021执571

号执行裁定书，查封了登记在被执行人王玉美名下位于定安县

龙门镇龙门墟定南街西侧254m2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

权证号：龙门国用(2001)字第89号]及该土地上的附属物。

凡对本院查封的上述财产持有异议者，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并附有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

依法处置。联系电话:63833855

特此公告

二0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拍卖公告
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在执行我行诉某公司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经法院委托，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上对白沙黎族自治县邦溪工业园区34226.75m2土地使

用权及其地上附着物进行第一次拍卖，拍卖标的：

34226.75m2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附着物（房屋及建筑物、机

器设备等），起拍价1104.7999万元，评估价1380.9999万

元。拍卖时间：2018年12月1日10时至2018年12月2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有意竞买者请登陆淘宝网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搜索“白沙黎族自治县邦溪工业园区”了解详情。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沙县支行

2018年11月5日

本报海口11月4日讯（记者王
黎刚）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旅游和文
化广电体育厅获悉，2018全国高尔
夫球团体赛4日在广西桂林市乐满
地高尔夫球场收杆，海南女队表现
出色，夺得了女子团体冠军。海南

男队名列男子团体亚军。这是海南
高尔夫球队征战全国比赛以来取得
的最好成绩。

本届高尔夫球赛为期6天，来自
北京、山东、河北、海南、广西等12个
省区市的12支男队、11支女代表队

报名参赛。团体比赛为4轮（72洞）
比杆赛。每轮比赛中，采用各队4名
运动员中成绩最好的3名运动员的杆
数计算该队的团体成绩。

海南女队由袁赫汐、张玥、杜墨含
和连汇泽组成，她们最终以-7杆的成

绩夺冠。海南女队的优势巨大，她们
比亚军广东队少了21杆。海南男队
由欧阳正、罗学文、金大星和李鑫阳组
成，他们最终以高于标准杆4杆的总
成绩屈居亚军，仅比冠军获得者广东
队多了一杆。

全国高尔夫球团体赛是经国家
体育总局审批、中国高尔夫球协会主
办的全国唯一的官方团体性高尔夫
赛事。

本次赛事由中国高尔夫球协会主
办，广西高尔夫球协会协办。

2018全国高尔夫球团体赛收杆

海南女队轻松收获冠军

本报三亚11月4日电（记者张期
望）“泳坛明星喊你来游泳”公开课暨游
泳比赛三亚站3日在三亚市国兴体育
馆开启。前中国游泳队选手、亚洲游
泳锦标赛冠军陈苏伟现场指导教学，
共有300多名学生参加了此次活动。

“海南特别需要这样的游泳课
堂，因为海南四面环海，所以首先就
要让小朋友们知道不能随意在海里
游泳，以及在海里游泳的危险性。”在
当天的开赛仪式上，作为首位成功完
成了英吉利海峡及卡特琳娜海峡双
挑战的中国人陈苏伟称，他热爱游
泳，也希望能够将自己的精神传递出

去，让更多中小学生在懂得安全游泳
的基础上，爱上游泳，把游泳这项运
动强身健体的功能活用起来。

陈苏伟还提到自己第一次横渡
英吉利海峡时的经历，他认为，最该
关注的不是失败，而是失败后的重新
出发。所以，让每个孩子都学习游
泳，不仅能够防止和减少溺水事件，
而且能够培养孩子们勇于挑战、不惧
跌倒、坚持不懈的体育精神。此次公
开课还邀请了高级游泳救生员、海南
省游泳救生大赛个人赛冠军梁其伟，
为在场的学员们普及游泳安全知识
教育、中小学生游泳安全知识、儿童

游泳安全常识·家长篇等游泳知识。
此次活动让学员们在学习掌握

游泳基础知识和救生技能的同时，还
特别安排了救生技能实操体验，包括
浮标救生体验、浮标抛绳赛等环节，
让孩子们全面体验游泳亲水之乐。
除此之外，还通过趣味游泳比赛，营
造了一个寓教于乐的欢乐氛围，很好
地打造了一个具有海南地域特色的
中小学生游泳培训课堂。

本次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海南
省人民政府主办，海南省旅游和文化
广电体育厅、海南省教育厅、海口市
人民政府、三亚市人民政府等承办。

前亚锦赛冠军陈苏伟现场教学

“泳坛明星喊你来游泳”三亚开课

本报讯 （记者王黎刚）2018 年
“我爱足球”中国足球民间争霸赛大区
赛南二区（长沙赛区）比赛4日上午结
束，海南省足协派出的3支五人制球
队琼中男足、中海俱乐部队和红色战
车队以全胜的战绩，分别赢得了五人
制娃娃组、青少组、社会组的出线权。
他们将代表海南参加全国总决赛。

省足协相关负责人表示，琼中女
足实力不俗，让人认识到海南女子足
球的发展势头。琼中男足也不甘示
弱，在本次五人制娃娃组比赛上赢得
了冠军。海南中海俱乐部作为省足协
梯队的标杆，球队除了进行常规的系
统训练外，近年来还参加省内外足球
赛。其中，该队代表海南征战全国青足
冠军杯、全国青超联赛、全国青少年足
协杯等多项全国性赛事，累积不少的大
赛经验。海南红色战车队作为海南业
余足球界的传统劲旅，球队纪律严明，

多次在省内的足球赛中收获冠军。
海南队多人获得了赛区最佳教练

和最佳球员奖。在五人制社会组中，
海南队球员杨宁获得最佳守门员称
号，张运伟、周昌德入选组别最佳阵
容，刘阳彤获得优秀教练员称号。在
五人制青少年组中，海南队吴一凡荣
获最佳射手奖，杨绳欢收获最佳门将，
秦肇彬入选最佳阵容。在五人制娃娃
组中，海南队王仕聪斩获最佳射手，盘
建华荣获最佳球员奖，黄兴辰收获了
最佳守门员称号，王太贤、宁嘉伟一并
入选了最佳阵容，陈巧翠教练获得最
佳教练奖。海南队获得精神文明奖。

在8人制比赛中，代表海南参赛的是
海港学校国新园队。最终，该队赢得了三
等奖。作为此次球队的赞助商，国新园
酒庄总经理郑家华表示，我们的队员在
比赛中都发挥出了自己的最高水平，达
到了以比赛促交流，以比赛促友谊的目的。

中国足球民间争霸赛大区赛长沙赛区收兵

海南三支五人制球队
全部晋级全国总决赛

中国队体操世锦赛力夺4金

4日，在女子平衡木决赛中，中国选手刘婷婷以14.533分的成绩夺得冠军。 新华社发

第48届世界体
操锦标赛3日晚间在
卡塔尔首都多哈闭
幕，中国体操队共夺
得4块金牌，金牌数
与美国队并列第一。
中国队是本届世锦赛
唯一在男、女项目上
都收获金牌的队伍。

中国队成绩单
男子团体冠军

男子鞍马冠军 肖若腾
女子平衡木冠军 刘婷婷

男子双杠冠军 邹敬园

海口举行城市摄影定向赛
本报讯（记者贾磊）2018奔跑海口·城市摄

影定向赛3日在海口举行，近千人参加。比赛旨
在以定向运动的方式，用镜头捕捉海口滨海城市
文化和美景。

本次比赛以国家帆船帆板训练基地（西秀海
滩）及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为起点，途经海口市民
游客中心，最终到达骑楼老街。参赛选手要在5
个小时内完成规定的主题照片拍摄，用手机或者
相机记录海口特有的魅力，感受城市的律动和摄
影的乐趣。比赛以摄影任务为主，不以速度、运动
耐力等作为评比标准。评审分为初赛和决赛。初
赛由专业摄影老师进行初评，优秀作品入围决
赛。决赛由线上公众平台票选，按得票数每组决
出一、二、三等奖。

本次比赛由海口市文体局主办，深圳星艺天
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海南鼎圣置业有限公
司支持。

我省举办民族传统体育
社体指导员培训班

本报讯 2018年海南省民族传统体育专项社
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班在海口开班。本次培训班是
我省首次举办的民族传统体育专项社会体育指导
员培训班。

本次培训班共有50人参加，近年来，海南民
族传统体育取得快速发展，场地设施建设全面覆
盖9个民族市县，并在2所高校和6所民族中学设
立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训练基地，促进了本土民
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挖掘整理、继承保护与创新发
展。自1988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我省共
组团参加了第四届至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经国务院批准第十二届全国民族运动
会将于2023年在海南举办，这将是海南省首次承
办全国性的大型综合体育赛事活动。

本次活动由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主办，
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指导，省全民健身运动协
会承办，海南省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协办。（体讯）

中国举重队
世锦赛开局受创

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据国际举重联合会
官网消息，2018年举重世锦赛当地时间3日在土
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继续进行，当日亮相的
中国队派出三组“双塔”镇守曾经的优势小级别，
结果在女子49、55和男子61公斤级比赛中三度
与金牌失之交臂，最终拿到这三个级别的总成绩
银牌和铜牌。

东南亚对手成为中国队夺金路上的“拦路虎”，
泰国选手一枝独秀，囊括了当天两个女子级别的总
成绩桂冠，印尼老将伊拉万在男子61公斤级比赛中
一改“千年老二”的命运，首次收获世锦赛金牌。

国际举联今夏推出了全新的竞赛级别，本次
世锦赛也是首次使用新级别的国际大赛。国际举
联此前设置了各级别世界纪录的标准，并非比赛
实战中的实际成绩，这也是本次世锦赛世界纪录
被频繁打破的原因。

4日的短池游泳世界杯北京站闭幕
日，叶诗文落后匈牙利“铁娘子”霍苏和
澳大利亚名将西博姆，拿下200米个人
混合泳铜牌。毕竟是雅加达亚运会后才
回归国家队，所以她对自己还能守住这
个项目中国第一的位置感到挺满意。

2014年成为清华大学法学院的
学生后，叶诗文在过去的一个学年把
更多精力放在了学习上。她会和其他
学生一样骑着自行车去上课，会和清
华游泳队一起训练。她一点点适应起
初听起来让人绝望的专业课，却也始
终没放弃再游一届奥运会的梦想。

不过，今年的亚运会后，叶诗文还

是向学校提出了休学两年的申请，直
到东京奥运会结束。“其实我身边很多
队友也好，家人也好，都希望我能够去
读书，因为他们觉得看着我比赛，太辛
苦，太痛苦了，但我自己就觉得还有遗
憾，还不想放弃。”

花季少女时就已拿遍国内外所有
大赛冠军，22岁的叶诗文究竟还有怎
样的遗憾？“我觉得可能我还是没有克
服自己心里的恐惧，因为之前低谷的
时候我会惧怕比赛，然后会战胜不了
自己的内心，所以我希望我能够战胜
我自己害怕的事情。”她说。

（据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获短池游泳世界杯北京站200米个人混合泳铜牌

叶诗文：克服恐惧 不留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