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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稽查局

阻止出境决定书
琼税稽阻决〔2018〕1号

海口森潮贸易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594905797）
因你（单位）未按规定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又不能提供

纳税担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四条
规定，本局决定并通知出入境管理机关于2018年11月2日起
阻止你（单位）郑祖坤出境。

你（单位）对本决定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如对本决定不
服，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海南
省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个月内依
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稽查局
2018年11月2日

海南华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2×26万吨/年非光气法聚碳酸酯项目（一期）

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前公示
海南华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2×26万吨/年非光气法

聚碳酸酯项目（一期）位于海南省东方市工业园区，工程拟
新建2套生产装置，以及配套的储运、水、电、气等公用工程
及辅助生产设施，其中，生产装置包括1套22.4万吨/年的碳
酸二苯酯装置、1套 26万吨/年的聚碳酸酯装置。碳酸二苯
酯引进美国非光气酯交换法工艺，聚碳酸酯引进德国的非
光气熔融酯交换法技术。一期工程总投资为45亿元，建设
期限为 2018年～2019 年，拟于 2019年 12月投产。本项目
建设单位：海南华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环境影响评价单
位：中海石油环保服务（天津）有限公司。现按要求将《海南华
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2×26万吨/年非光气法聚碳酸酯项目
（一期）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公参说明予以公示。报告书全文链接

http://dongfang.hainan.gov.cn/tzgg/gongg_2/建设单位：
海南华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通讯地址：海南省东方市八所
镇东府南路15巷尾。联系人：高工 邮箱：baiyang762@qq.com
电话：0898-25691265。评价单位：中海石油环保服务（天津）
有限公司。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28 号院1 号楼
北科创业大厦10层。邮编：100012 联系人：张女士 邮箱：
coeseia@126.com。 电 话 ：010- 51262112- 821 传 真 ：
010-84928383。自信息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众对本
次公示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所涉及内容的认识和意见，可通过公
布的电子邮件、信函等方式向建设单位、环评单位反馈。

海南华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20日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8)琼0106执1710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8)琼0106执1710号执行裁定
书，本院将于2018年12月7日10时至2018年12月8日10时止在
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海南省海口市国
贸大道华锦苑B204房。

起拍价：1,170,000元，竞买保证金：234,000元。增价幅度：

10,000元。咨询时间：自2018年11月26日起至2018年11月30
日接受咨询(双休日除外)，本次拍卖不组织看样。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8年12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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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均由
买受人自行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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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论证通过，我委拟按程序修改《海
南省文昌市月亮湾北部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A16-04地块公
园绿地中的水系；A16-07～A16-11等地块的用地位置、边界及
规划指标体系。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现按程
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 天（2018 年 11 月 20 日至 2018 年 12 月 19
日）。

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sghwyh@

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开发区市政府大院西
副楼一楼文昌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编制室，邮政编码：571339；（3）
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128，联系人：林莉娴。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海南省文昌市月亮湾北部起步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A16-04、A16-07等地
块规划修改论证报告》公示启事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11月20日

海南三亚市一线海景房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8年12月6日上午10:00在我公司拍

卖厅拍卖：三亚湾兰海花园二期二十八楼一线海景房，面积

328.87平方米，参考价人民币：700万元(净价)，保证金100万

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12月4日止。有意竞买

者请到我单位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

拍卖信息：另有琼海市元亨街1800平方米商业铺面近期
拍卖。

海南唐隆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金贸中路1号半山花园晓峰阁1588室

联系电话：刘先生13807631116，张先生13807599707

儋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
解除儋州市兰洋新型城镇化(一期)

PPP项目的通知
海南丰汇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联合体）：

你公司于2016年9月28日中标我市兰洋新型城镇化PPP
建设项目，随后我局作为甲方与你公司签订《儋州市兰洋新型城
镇化（一期）PPP项目PPP合同》。根据合同约定，你公司应当接
受项目公司儋州城联养生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儋
州城联公司）的股权转让。2017年4月27日市城投公司与你公
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其持有的儋州城联公司45%（以
后要转到80%）股权转让给你公司，但你公司未按协议约定支付
股权转让款。之后你公司又于2017年9月25日与市城投公司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上述45%的股权转回给市城投公司。
自PPP项目合同签订以来，该项目无任何实质性进展，你公司也
不履行合同约定义务，已完全构成根本性违约。

鉴于此，根据《儋州市兰洋新型城镇化（一期）PPP项目PPP
合同》第五部分第5条第2款之约定，我局现依法与你公司解除
该项目合作并保留追究责任的权利。特此告知

儋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8年10月9日

11月20日晚，中国男足将在海
口五源河体育场迎战巴勒斯坦队。
这场比赛是中国男足在2018赛季的
最后一场国际A级赛，可以说是国足
本赛季的“收官之战”。此外，这场比
赛很可能也是里皮执教中国男足的
最后一个主场比赛。因此，尽管比赛
性质为备战亚洲杯的热身赛，国足势
必也会全力争胜，以一场胜利为本赛
季“收官”。

巴队的进步不容忽视

巴勒斯坦队 18日晚才飞抵海
口，19日进入五源河体育场进行简
单的踩场训练。与国足之战，巴勒斯
坦队的赛前备战显得有点仓促。

从国际足联排名来看，两队差距

较为明显，国足排名亚洲第7，世界
第75，而巴勒斯坦则是亚洲第16，世
界第99。两队历史上有过4次交锋，
国足3胜1平保持不败。最近一次交
锋在2014年年底，两队在郴州踢成
0：0平。从排名和交锋纪录上看，国
足本场比赛获胜希望很大。

不过，巴勒斯坦队近年的进步不
容忽视，他们也是打入亚洲杯决赛圈
的队伍。目前这支巴勒斯坦队阵中
有多名海归球员，绝非任人宰割的鱼
腩球队。巴勒斯坦队今年踢了不少
比赛，战绩为13战4胜5平4负，有
过战平巴林及伊拉克的不俗表现。

在来海口之前，巴勒斯坦队在主场以
2：1战胜巴基斯坦队。

国足虽然与巴勒斯坦队的交锋
纪录为4战3胜1平，但最近一场胜
利远在2009年，而最近一次交锋，国
足在主场与对手踢成0：0平。因此，
虽然从历史战绩上看巴勒斯坦队可
以称为亚洲弱旅，但国足却不能轻
敌。事实上，如今在亚洲范围内，国
足能保证稳赢的球队已经不多了。

沿用上一场获胜战术？

由于中超上周末才结束，国足在

海口的训练以恢复为主，最近两天才
加大技战术训练的分量。近几场热
身赛，国足的战术和人员安排，几乎
每一场都不相同。不过，与巴勒斯坦
之战，国足很可能会沿用上一场2：0
战胜叙利亚的打法。国足队员吴曦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因为在与叙利亚
一战中收获胜利，与巴勒斯坦的热身
赛会沿用先前所演练的技战术。

如果沿用上一场的战术，国足会
采用343首发阵型，视战况发展或会
变化阵型和打法。出场队员方面，也
基本上会沿用对阵叙利亚队的阵容，
只是在个别位置上进行调整。从这

几日的分队训练情况来看，首发门将
依然会是颜骏凌；三名中后卫很可能
是刘奕鸣、冯潇霆、石柯。两翼边路
球员，左路可能是李学鹏，右路为金
敬道。镇守中路的，或许还是对阵叙
利亚时的吴曦、池忠国。至于锋线，
预计依然采用上一场的于汉超、武磊
以及郜林。

此战郜林如无意外应能获得出
场机会，这将是他效力国家队的第
103战，比郑智多一场，成为现役国脚
出场数第一人。郜林前102场国家队
比赛打进21球，如果本场有进球，就
能追平甚至超越杨旭，成为国足射手
榜现役第一人。郜林能否成为“双料
现役第一人”，也是此战的一大看点。

本报记者 林永成
（本报海口11月19日讯）

战弱旅，国足不可轻敌

11月19日，国足在海口市五源河体育场进行赛前训练。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ATP年终总决赛收拍

小兹维列夫首夺桂冠
北京时间11月19日，2018年男子职业网球协会（ATP）年终总决赛迎来终

极对决。德国新星小兹维列夫直落两盘击败世界第一德约科维奇，生涯首次摘
得该项赛事冠军。图为小兹维列夫捧起冠军奖杯。 新华社发

新华社华盛顿11月18日电（记
者王集旻）在18日进行的休斯敦女子
网球赛决赛中，中国金花彭帅在先丢
一盘的不利局面下，以1：6、7：5、6：4
战胜美国本土选手戴维斯获得冠军。

休斯敦女网赛是本赛季温网之
后彭帅参加的第一个赛事，由于四个
月没有参赛，现年32岁的彭帅世界排

名已经掉至296位，但是实力还在，而
对手戴维斯也曾经排名世界前30位，
两位选手半斤对八两，整场比赛耗时
两个半小时。比赛当日休斯敦受到大
雨侵袭，决赛多次被推迟，最终组委会
决定把比赛改在室内进行。

首盘虽然戴维斯以6：1获胜，但
是却花掉了将近一个小时，双方每球

必争，戴维斯只是在关键分上发挥出
色才得以取得胜利。第二盘比赛戴
维斯也率先取得破发，不过彭帅逐渐
稳住阵脚，反破成功追平比分，接下
来彭帅越战越勇，再次破发后拿下第
二盘。决胜盘两位球员依然平分秋
色，但彭帅抓住仅有的机会破发成
功，获得整场比赛的胜利。

新华社吉隆坡11月19日电（记
者林昊）亚足联19日公布了2018年
度各个奖项的候选名单。其中，效力
于巴黎圣日耳曼的中国球员王霜入
选亚洲足球小姐的候选名单。

亚足联在评价王霜今年的表现
时说，她在女足亚洲杯的4个进球帮
助中国队获得第三名，她在中国国内
俱乐部以及国家队比赛中令人印象

深刻的表现也吸引了巴黎圣日耳曼
队的注意，使她成为这家欧洲豪门俱
乐部的一员。

亚洲足球小姐的另外两名候选
人是力求蝉联的澳大利亚球员科尔
和效力于里昂队的日本国家队队长
熊谷纱希。

亚洲足球先生的三名候选人分
别是日本球员铃木优磨、三竿健斗以

及来自卡塔尔的哈桑。三人均因为
在今年亚冠联赛中的出色表现而入
选。其中，同为22岁的铃木优磨和
三竿健斗是今年新科亚冠冠军鹿岛
鹿角队的队友，铃木还当选了本赛季
亚冠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哈桑效
力的阿尔萨德队也打入了亚冠四强。

今年亚足联颁奖礼定于11月28
日在阿曼举行。

王霜入选亚洲足球小姐候选名单

本报三亚11月19日电（记者徐慧玲）11日
18日下午，三亚城市乐跑赛在三亚湾椰梦长廊鸣
枪开跑。此次比赛共吸引了来自三亚的77家企
事业单位2300多名选手参赛。

三亚城市乐跑赛是以“跑出健康、跑出快乐、
跑出友谊”为宗旨的非商业性、非竞技性群众体育
活动。迄今为止，此项赛事已举办了六届。本届
比赛赛道全长约5公里。赛事共设立7个奖项，
包括团队计时平均成绩前3名、最佳风尚奖2名、
最资深团队奖、最佳组织奖等特别奖项，主办方还
从独特有趣的角度为团队和个人进行表彰，突出
了乐跑的欢乐与趣味。

赛事以“体育+娱乐”的模式进行。现场还设
置了嘉年华区域、乐跑运动展示区、拍照打卡、热
门挑战活动等互动环节，将健康运动与趣味互动
巧妙融合。

中国家庭帆船赛
三亚站启动

本报三亚11月19日电（记者林诗婷）海南
日报记者11月19日从三亚天涯海角游览区获
悉，2018中国家庭帆船赛（三亚站）正式启动，即
日起面向社会免费招募家庭参赛者参与帆船嘉年
华活动，邀请国家级专业教练指导，通过专业培
训、选拔等一系列活动。评选出的优秀家庭参赛
者还将有机会参加中国家庭帆船赛总决赛。

据悉，此次“家庭帆船嘉年华”活动举办时间
为11月30日至12月2日，天涯海角游览区面向
社会免费招募家庭参赛者。参与者无需专业技
能，也不必自带装备。在嘉年华期间，将有国家级
的帆船教练教授帆船驾驶技能，参与者还能参加丰
富的沙滩活动和沙滩派对等互动活动，以多样化形
式体验水上运动的乐趣。其中，经帆船技能培训考
核合格的参与者还可以免费参加中国家庭帆船赛
（三亚站）活动，在三亚站比赛中获得前10名的参
赛队将有机会参加中国家庭帆船赛总决赛。

中国家庭帆船赛是一项以家庭为参赛单位
的全国性赛事，是一项为普通百姓打造的专属帆
船IP赛事。本届中国家庭帆船赛（三亚站）由中
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主办，三亚市天涯海角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和青岛盛世飞洋海上旅游有限公
司共同承办。

三亚城市乐跑赛开跑。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纽崔莱健康跑海口开跑
本报讯 以“助力湿地保护 倡导生态文明”为

主题的2018纽崔莱健康跑近日在海口举行，近
4000名跑友参加。

本次活动全程5公里，在纽崔莱健康跑终点，
跑友们还以“家庭”为单位，加入“湿地我助力”“湿
地大探秘”“湿地我知道”“湿地大咖秀”“湿地乐翻
天”等湿地保护系列宣传活动。同时现场还设置
了运动嘉年华、亲子互动游戏区，通过将体育运动
和趣味游戏融为一体，将健康的生活方式注入于
快乐的游戏娱乐之中。

据介绍，纽崔莱健康跑是一项不分年龄、性别
的非竞技性群众体育活动，自2002年开跑以来，已
经连续举办了17年，跑过海口、北京、上海、广州、郑
州等100多个城市，有400多万人次参与。（王文）

三亚城市乐跑赛开跑

国足今晚在海口五源河体育场迎战巴勒斯坦队

里皮：以胜利来提升球队信心
本报海口11月19日讯（记者林

永成）11月20日晚，中国男足将在海
口五源河体育场与来访的巴勒斯坦
队进行一场热身赛。在19日举行的
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国足主帅里皮表
示，上一场热身赛球队表现不错，取得
了胜利。希望这场球依然能赢，以胜
利来提升球队的信心。

对于这场热身赛的意义，里皮表
示：“今天早上我们已经在球队会议上
强调了，这是亚洲杯正式前最后一场
热身赛，比赛结果对球队士气非常重
要。我们上一次在南京与叙利亚的
比赛中表现非常好，球员们的心态与
技术配合有很大提升，我们希望明天
也能够获胜，继续提升球队的信心，以
更好的状态备战亚洲杯。”

参加本次集训的球员有不少来
自北京国安和山东鲁能，国安和鲁能
接下来要踢足协杯决赛，两队的国脚
届时要归队参赛。此事是否会影响
到国足此战的排兵布阵？对此，里皮

表示：“我们会对每个球员身体状况进
行考虑。明天比赛踢完之后距离足
协杯比赛还有足够时间调整，所以对
于球员状态来说不会有太大影响。”

本场比赛是亚洲杯开赛前最后
一场热身赛，出征亚洲杯的阵容是否

会以这次集训为主，还是会进行一些
调整？里皮说：“总的来说，亚洲杯的
阵容大体上会以这次集训为主，当
然，也会有一些调整，因为最后报名
只能报23人。12月1日我们再次集
训的时候，会考虑到球队可能会出现

伤病，因此会多征调4名球员。”
展望亚洲杯，里皮说：“我们有

50多天备战亚洲杯，有足够时间来
恢复状态，到亚洲杯时大家会看到一
支更好的中国队。”里皮希望球队能
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他说：“我们是

一个集体，对于某些老队员来说，这
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参加亚洲杯
了。我们要做到人人为我、我为人
人，每个人都应该付出自己的努力，
我希望每个人都能为我们这个集体
做出贡献。”

彭帅获休斯敦女网赛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