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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一）正常还款
11月1日以后（最后一年除外），登录学生在线服务系统查询

当期应还款金额。并在11月1日至12月20日偿还应还本息。
（二）逾期还款
开始自付本息后，在合同约定的还款日未能及时还款将被视作

贷款逾期。逾期每月均可还款。
（三）提前还款
1.经济宽裕的借款学生可申请提前还款，提前还款可申请一次

性还清一笔或多笔《借款合同》，也可以申请提前偿还部分本金及相
应利息。部分偿还本金金额须为500以上且为100的整数倍。

2.提前还款需提交提前还款申请。提前还款不计违约金，不产
生额外费用，还款失败也不对个人信用记录产生不良影响。

二、还款方式：
1.打开支付宝网页（www.alipay.com），向合同约定的支付宝

还款账户内充值，或使用任意一个支付宝账户的“助学贷款还款”功
能还款；

2.前往县级资助中心使用POS机刷借记卡还款；
3.登录支付宝手机APP，关注“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生活

号，在“在线还款”中根据提示录入相关信息进行还款；
上述几种还款方式任选其一即可。
提示：
1.学生在线服务系统服务热线95593。
2.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还款不涉及任何费用，请还款学生提高

警惕，避免上当受骗。

11月1日-12月20日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年度本息还
款时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运用市场化手段解决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就学难问题的重要举措，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实
现教育改变贫困命运的一项惠民业务。我省生源地信用助学
贷款由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承办，各市县学生资助管理中
心具体负责。

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借款学生自毕业当
年起，每年应于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日偿还贷款利息或本息。若
借款学生未按期偿还贷款利息或本息，将导致个人征信出现逾期
记录，影响信用卡、申请房贷、车贷等金融业务的办理，逾期记录
也将保持至逾期贷款结清后5年。存在还款压力的借款学生，可
向市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交证明材料，协商处理还款事宜。

请各毕业借款学生珍惜个人信用记录，于2018年12月20日
前足额还款，营造良好的诚信履约氛围，保障生源地信用助学贷
款业务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还款流程和还款方式
一、还款流程：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年度本息还款期
毕业借款学生应珍惜信用，按时还款

登录学生在线服务系统
（www.csls.cdb.com.cn）
查询当期应还款额度

登录学生在线服务系统
（www.csls.cdb.com.cn）

查看扣款结果

或

通过支付宝还款

使用POS机还款

润版液招标公告
海南日报社印刷厂对2019年度润版液进行公开采购，欢迎合

格的供应（厂）商前来投标。
一、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本招标项目海南日报社印刷厂

2019年度润版液采购（项目编号：HNRBYSC-2018-3）由海南日
报社进行招标事宜，其下属部门海南日报社印刷厂为项目出资人，
采购数量以合同期实际需求为准，送货地址为海口市金盘路30号。

二、投标人资格:(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
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二)投标人须是投标产品的
生产商或生产商授权的代理商（经销商）；(三)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招标文件的获取:(一)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8
年12月7日止；(二)标书发售地点：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
印刷厂五楼材料部；(三)标书售价：￥100元/份（售后不退）；(四)保
证金为：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元）。

四、投标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及地点:(一)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
间：2018年12月21日10:00时；(二)开标时间：2018年12月21
日；(三)开标地点：海口市金盘路30号新闻大厦。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潘女士0898-66810760 13976080208
林先生0898-66810760 13876700807

赠报告示
为答谢广大无偿献血者对无偿献血事业的支持和参

与，我中心特向 2018 年 10 月 31 日前献血总量累计达

46000毫升（含机采成分血、全血），或捐献全血达11200毫

升以上的献血者赠送2019年全年《海南日报》一份。请符

合条件的献血者于2018年12月14日前与我中心联系，落

实准确投报地址。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68662613。

海南省血液中心

2018年12月5日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8年12月11日

00:00-04:00对智能网VPN总机服务平台系统进行优化

升级。届时，全省开通高清通话业务（VOLTE）的总机服务

用户使用将受短时影响。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一八年十二月五日

海南天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因工作需要，本集团旗下公司诚邀以下人员加盟：
一、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名；业务经理：3名
二、海南金阳光招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名；项目经理：5名

有工程项目招标工作经验及开拓业务能力者优先，专兼职均可。
三、海南心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1名；物管主任：2名

自带物业小区加盟者优先。
以上岗位薪酬待遇从优，欢迎有识之士来司考察。
联系电话：68555951 唐女士
邮 箱：hntianyuejituan@163.com
地 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诚 聘

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经定安县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司对下列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第

二次公开拍卖：定安县黄竹镇的土地〔证号：定安国用（黄竹镇）字第

38号〕186.30 平方米及土地上的房屋 140.57 平方米。参考价：

107.51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现将拍卖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9年1月4日上午10：30 。2、拍卖地点：海南

省政府会展楼二楼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3、标的展
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9年1月3日17:00

止。4、报名地点：海口市义龙西路36号钟山大厦A座3楼。5、缴纳
保证金时间：以2019年1月2日17:00前到账为准。6、收取竞买保
证金单位名称：定安县人民法院；开户行：定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营业部；账号：1009 5366 9000 1389。7、缴款用途处须填明：
（2018）琼9021执恢85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

纳）。8、标的情况说明：①标的按现状进行拍卖，过户手续由买受人

自行办理，相关税、费由买受人全部承担；②土地为划拨地，地上房屋

无房产证；③竞买人身份应符合当地房地产限购政策。

拍卖机构电话：0898-66533938；18689521478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3836470

补充公告
就海口市西海岸新区南片区二宗地块,总面积159432平方米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事宜，我局于2018年12月1日在
《海南日报》第A10版刊登（2018）第25号挂牌出让公告。现对该
公告第六大点做出以下补充，其他挂牌出让条件不变：

一、该宗地的开发建设须符合《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
入协议》的指标要求。宗地按投资强度不低于每亩1200万元、年
度产值不低于每亩800万元和年度税收不低于每亩45万元等要素
进行投资建设，并于3年后达到运营条件。

二、土地竞得人需与海口市科学技术工业信息化局签订《海南
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该协议书作为土地出让合同的
补充条款），并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
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

三、公告挂牌出让宗地，已达净地要求，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
条件。

特此公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12月5日

补充公告
就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永兴镇20宗地块,总面积266582.79

平方米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事宜，我局于2018年12月
1日在《海南日报》第A10版刊登（2018）第26号挂牌出让公告，现
对该公告第六大点做出以下补充，其他挂牌出让条件不变：

一、上述商业地块为海口观澜湖旅游度假区内的旅游产业用
地，开发建设须符合《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的指
标要求。宗地投资强度不低于每亩350万元、年度产值不低于每
亩500万元和年度税收不低于每亩15万元等要素进行投资建设，
并于3年后达到运营条件。

二、土地竞得人需与海口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签订《海南省产业
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该协议书作为土地出让合同的补充条
款），并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
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

三、公告挂牌出让宗地，已达净地要求，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
条件。

特此公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12月5日

受五指山市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委托，定于2019年1月
10日上午9:00在五指山市珠江水晶酒店三楼会议室以及中国
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同
步公开拍卖五指山市环市西路保障房小区锦绣花园二层17间商
业铺面，清单如下：

五指山市锦绣花园二层商铺拍卖公告

竞买保证金：人民币20万元/套;
展示时间：2018年12月6日至2019年1月8日;
报名截止时间：2019年1月9日中午12点;
报名地点:五指山市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一楼；
标的依现状拍卖，整体、相邻多套优先，有意竞买者请将保证金

转入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账户（以款到账为准），开户行：中国建
设银行海口龙珠支行；账号：46001003536053001593。

联系电话：0898-66746655 18976435423
联系地址：海口市国贸路48号新达商务大厦

2803#
贷款咨询请提前联系：
五指山农行庄经理 17789885005
五指山长江村镇银行陈经理 18689826277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备注

栋号/房号
1#楼 203 商铺

2#3#楼 204-1 商铺
2#3#楼 204-2 商铺
4#5#楼 202-1 商铺
4#5#楼 202-2 商铺
4#5#楼 203-1 商铺
4#5#楼 203-2 商铺
4#5#楼 204-1 商铺
4#5#楼 204-2 商铺
4#5#楼 205-1 商铺
4#5#楼 205-2 商铺
4#5#楼 206-1 商铺
4#5#楼 206-2 商铺
4#5#楼 207-1 商铺
4#5#楼 207-2 商铺
4#5#楼 208-1 商铺
4#5#楼 208-2 商铺

建筑面积（m2）
240.94
122.10
119.85
135.21
100.61
135.21
100.61
135.21
118.25
148.64
100.61
135.21
100.61
135.21
100.61
135.21
100.61

参考价（万元）
192.1
97.4
95.6
107.8
80.2
107.8
80.2
107.8
94.3
118.5
80.2
107.8
80.2
107.8
80.2
107.8
80.2

2#3#楼205、206现为居委会便民中心

冠
亚
二
维
码

莫德里奇在颁奖
典礼上与奖杯合影。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巴黎12月3日电（记
者苏斌）凭借在国家队以及俱乐部里
的出色表现，效力于西甲皇家马德里
队的克罗地亚中场球员莫德里奇3
日摘得2018年度“金球奖”，打破克·
罗纳尔多（C罗）与梅西过往十年对
该奖项的垄断。

“感觉太棒了。很荣幸能获得
这一奖项。事实上很难用什么词语
形容我现在的感受。”莫德里奇在获
奖后说。

今年“金球奖”的颁奖仪式被
安排在巴黎标志性建筑大宫内举
行。自当地时间17时开始，《法国

足球》杂志在其网站上依照倒序陆
续公布排名第 11-30 的候选者。
在 21 时开始的颁奖典礼上，评选
过程中位列前十的球员陆续得到
公布。莫德里奇、C 罗、格列兹曼
与姆巴佩入围最终四人候选名单，
最终莫德里奇胜出，C罗与格列兹
曼分列第二、第三。

在今夏的俄罗斯，33岁的莫德里
奇带领克罗地亚队历史性闯入世界
杯决赛，获得亚军，他本人荣获世界
杯“金球奖”。俱乐部层面，莫德里奇
在2017-2018赛季帮助皇马夺得五
年来第四座欧冠冠军奖杯，实现欧冠

三连冠。此番斩获“金球奖”前，这位
中场大师已将上赛季欧足联最佳球
员以及2018年度国际足联“世界足
球先生”收入囊中。

今年首度设立的女足“金球奖”
归属现效力于法甲里昂队的挪威球
员赫格贝里。另一个新创奖项、象征
21岁以下最佳球员的“科帕奖”毫无
悬念地被姆巴佩夺得。这位法国19
岁新星在俄罗斯世界杯上大放异彩，
帮助法国队夺得“大力神杯”。

“金球奖”由《法国足球》杂志于
1956年创立，结合球员一整年表现，
由足球专业记者投票选出。

莫德里奇夺金球奖
终结“梅罗”十年垄断

■ 阿成

北京时间12月4日凌晨，《法国足
球》在巴黎揭晓2018年金球奖得主，
莫德里奇首次捧起金球，也实现了年
度个人荣誉的大满贯，终结了C罗和
梅西对金球奖连续10年的垄断。

俄罗斯世界杯后，莫德里奇就成
为金球奖得主的大热门。魔笛最终捧

起金球可以说没有多少悬念，此前已
有不少消息灵通人士剧透了结果。稍
有遗憾的是，世界杯后魔笛的表现较
为平淡，没能给金球再添上些光彩，却
让争议声多了一些。尽管如此，魔笛
还是以明显的优势当选，他的票数为
753分，远超第二名C罗的478分。梅
西仅以280分排名第五，这是梅球王12
年来在金球奖上的最差排名。

每一次评选后都少不了对结果
的争议。此番梅罗 10 年垄断的终
结，是一大卖点，而这两位各拥有无
数拥趸的巨星落选，带来更多的争议
和话题。梅罗本赛季依然进球如麻，
但“硬伤”是团队荣誉不够硬。在世
界杯上，无论是球队成绩还是个人表
现，梅罗都拿不出手，梅西的表现更
令人失望。C罗倒是有欧冠奖杯，但

这个奖杯也只能把他推到第二位。
梅西被誉为当世最佳甚至是历

史最佳，他此次评选连前三都不入，
被有些人斥为金球奖评选的“耻
辱”。我想说是，这个结果正合金球
奖评选的本意：兼顾团队战绩和个人
表现。团队战绩是能否获奖的前提，
可能分量更重。此外，金球奖评的是
年度最佳，而非历史最佳，所以不能
用以往的表现和荣誉来说事。

莫德里奇是欧冠冠军皇马的中场
核心之一，又以队长和战术核心的身
份率领克罗地亚队历史上首夺世界杯

亚军，“硬件”没得说。论个人表现，行
家都称赞魔笛的技术功底和在球队中
的作用，对普通球迷来说，魔笛虽然进
球不多，但也不时有精彩之作。效力
皇马的法国后卫瓦拉内是唯一的欧冠
和世界杯“双冠”得主，但他欠缺知名
度，个人实力也不足以捧起金球。

在没有众望所归人选的时候，金
球奖评选看来更能兼顾团队荣誉和
个人表现。魔笛捧金球，在情理之
中。至于梅罗的票数出人意料的少，
也许越来越多人对金球奖的“梅罗时
代”有些审美疲劳了。

大侃台 魔笛捧金球，情理之中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经过一周
的激烈角逐，2018年“建设银行”杯第
九届海南省网球团体赛日前在海南省
健身中心网球场收拍。三亚队和建行
海南分行队分别获得冠军和亚军

本届团体赛共有 17 支球队的
294名球手参加。这17支球队分别
是建行海南分行网球队、第一投资队、
海星队、海航网球队、海南省记协网球
队、三亚球王队、工行队、海南省天鹰
网球俱乐部、海南白鲸网球俱乐部、海
南赛友网球队、琼海队、火枪手网球
队、白沙门泰康战队、海师队、屯昌天
天网球俱乐部、青扬网球队、兴国战

队。每支参赛队伍允许1名省外外援
或退役5年以上的专业运动员加盟。
比赛采取团体赛制，每场比赛由5个
单项比赛组成，分别为男单、男双（年
龄90+，两人均在40岁以上）、女双、
青年男双、混双。比赛分两个阶段，第
一阶段分4个小组打单循环赛，小组
前两名出线，进入第二阶段淘汰赛。
前8名均有奖金，冠军奖金3万元。

本届比赛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
电体育厅主办；海南省网球协会承办；
海南省体育总会、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网球天地》杂志、海南体育职业技术
学院、椰树集团、智海王潮传播集团、

韵动吧（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海
南鹏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海南
省肿瘤医院医疗支持；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赞助。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群体处
负责人表示，海南省网球团体赛是海南
省网球协会为推动群众性网球健身运
动的普及和提高，倡导全民健身而鼎力
打造的全省性传统网球赛事。本届海
南省网球团体赛以规范的赛制、严密的
组织，文明健康公正的形象，为广大网球
爱好者提供一个相互交流和展示自我
球技的平台，海南省网球团体赛已成为
海南网球界传统的经典网球赛事之一。

第九届海南省网球团体赛收拍

第九届海南省网球团体赛冠军三亚队在颁奖仪式上。 网协供稿

中央民族乐团
《国风绕梁》音乐会椰城上演

本报海口12月4日讯（记者尤梦瑜 实习生
朱乃飞）12月4日晚上，海南省2018精品剧目惠
民演出、纪念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文化惠
民活动之民族音乐会《国风绕梁》于省歌舞剧院上
演，中央民族乐团带来的独具特色的演奏让海南
乐迷享受了一场民乐盛宴。

民族音乐会《国风缭绕》是一场集中展示中国
不同地区代表性音乐风格的音乐会，通过具有鲜
明地方特色的音乐作品展示泱泱国风。当晚音乐
会演出的作品中，既有上世纪50年代以来沉淀的
经典作品，也有刚刚创作的新作品。乐团为海南
观众带来了民族管弦乐《庆典序曲》、民族管弦乐
《火车托卡塔》、民族乐剧《印象国乐》组曲、民族管
弦乐《广东音乐四首》等节目。

12月5日晚，乐团将在省歌舞剧院为观众带
来第二场民族音乐会——《花好月圆》民族音乐会。

儋州雪茄文化旅游节落幕
2018第六届海南（儋州）雪茄文化旅游节12月

3日在儋州光村镇落幕。本届雪茄文化旅游节活动
内容丰富，既有雪茄文化论坛、雪茄烟卷制比赛、雪
茄新品发布、雪茄缤纷之夜主题晚会等雪茄文化系
列活动，又有海南西部旅游资源展示以及儋州美食
展示和品鉴等活动。图为雪茄文化旅游节现场。

本报记者 陈元才 特约记者 吴文生
通讯员 朱鼎甲 摄

海南省定向公开赛
9日昌江开跑

本报石碌12月4日电（记者刘笑非 特约记
者林朱辉）以“穿越雨林绿野寻踪”为主题的2018
海南省定向公开赛暨霸王岭热带雨林定向体验
季，将于12月9日在昌江黎族自治县的百年芒果
园开跑。

据了解，此次2018海南省定向公开赛暨昌江霸
王岭热带雨林定向体验季，是昌江跨年“冬登春赏”
黄金旅游季系列推广活动之一。赛事共设4期，包
含了海南省定向公开赛、亲子组别体验赛、企业组别
体验赛和高校组别体验赛。海南省定向公开赛分成
专业组和业余组，预计有300余名选手参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