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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公 告
黄家驰同志：

因你（440882199104011574）自2018年12月1日起至
今连续旷工，至今未返回单位。经单位多种方式与你本人或
家属联系，你始终未返回单位。已严重违反了《劳动法》、《劳
动合同法》有关规定和单位的规章制度，单位现以登报的方
式郑重通知你：

1.限你在本公告见报后15天内到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
口车务段人事劳资科报到，向组织说明旷工原委，接受组织
的处理。

2.如不在本公告限定的时间内到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
车务段人事劳资科报到，单位则依法与你解除劳动合同。

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车务段
2019年2月2日

经公司执行董事提议，定于2019年2月25日（星期一）以现
场方式召开本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2019年2月25日上午九时整。
（二）召开地点：海口市西海岸的悦居酒店项目工地现场。
（三）召集人：本次会议由本公司执行董事召集。
（四）表决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五）会议主持人：本次会议主持人为公司执行董事李昭洋先生。
二、会议出席人
本次会议的出席对象为公司全体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三、会议主要议程
1、审议关于2018年公司经营情况报告的议案；
2、审议关于2018年公司财务报告的议案；
3、审议关于2018年公司利润分配报告的议案；
4、审议关于公司与海口市秀英新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发

的位于海口市西海岸的悦居酒店项目工程建设融资方案的议案；
5、关于公司与海口市秀英新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发的位

于海口市西海岸的悦居酒店项目低层客房按国家、省、市、地方等
规范和标准及设计文件等规定的地基强夯施工工艺。该项目采
用强夯施工工艺部分，为避免施工区域范围内建筑受到影响，范
围内地基处理应一次性完成的议案。

四、注意事项
（一）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的，该股东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二）法人股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授权的代

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能
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该股东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法人股股东单位的法定代
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林强
电话：65326024 手机：13876589392 传真：/
特此通知！

海南长流实业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日

关于召开海南长流实业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经公司执行董事提议，定于2019年2月25日（星期一）以现
场方式召开本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2019年2月25日上午十时整。
（二）召开地点：海口市西海岸的悦居酒店项目工地现场。
（三）召集人：本次会议由本公司执行董事召集。
（四）表决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五）会议主持人：本次会议主持人为公司执行董事李昭洋先

生。
二、会议出席人
本次会议的出席对象为公司全体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三、会议主要议程
1、审议关于2018年公司经营情况报告的议案；
2、审议关于2018年公司财务报告的议案；
3、审议关于2018年公司利润分配报告的议案；

4、审议关于公司与海南长流实业有限公司开发的位于海口
市西海岸的悦居酒店项目工程建设融资方案的议案；

5、关于公司与海南长流实业有限公司开发的位于海口市西
海岸的悦居酒店项目低层客房按国家、省、市、地方等规范和标准
及设计文件等规定的地基强夯施工工艺。该项目采用强夯施工
工艺部分，为避免施工区域范围内建筑受到影响，范围内地基处
理应一次性完成的议案。

四、注意事项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的，该股东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甘冬梅
电话：65326024 手机：15671937551 传真：/
特此通知！

海口市秀英新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日

关于召开海口市秀英新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XZ201902HN0017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转让广告牌废旧钢铁材料（海口等地区），
废铁净重量约611.6吨，挂牌价格：1000元/吨。该批高立柱广告
牌已拆除，分别集中堆放在海口三江、澄迈老城、文昌、定安等4个
治超站露天堆场。受让方须以实际计量的总吨数支付价款。

公告期：2019年2月2日至2019年2月2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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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
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30（杜女士）、66558023（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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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2月2日

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2019）第6号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决定将市海贸大道西侧
一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挂牌方式出让，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
挂牌出让的用地位于海口市海贸大道西侧面积134335.6平方米

（合201.5亩），土地用途为仓储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50年。
根据市规划委《关于提供项目用地规划条件的函》（海规函〔2018〕

4144号），该宗地规划用地性质为一类物流仓储用地，容积率≥1.0，建筑
密度≤50%，建筑限高≤19米（建筑限高最终以省民航管理局批准的为
准）。其他控制条件按照海规函〔2018〕41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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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竞买人（或其实际控制人名下全资企业）须为综合性5A级物
流企业。

（二）竞买人须具备民航总局核准的航空货运资质，且自购全货机
不少于20架（不含无人机）。

（三）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竞得土地后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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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与
海口市交通港航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办理
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

申请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应在签订《成
交确认书》前明确竞得人在新公司中出资比例不得低于50%（不含
50%）。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价高者得
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挂牌地块起始价为9114.27万元，每次加价幅度为1万元的整数
倍。竞买人在报名时需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9114.27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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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15日8:00至2019年3月5日16:00（北
京时间）。

五、挂牌时间、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
(一)挂牌起始时间：2019年2月25日8:00（北京时间）。

挂牌截止时间：2019年3月7日16:00（北京时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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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6日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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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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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与海口市交通港航局签订
《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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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宗挂牌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建设条件。竞得
人应在按现状交地后1年内动工，3年内完成项目建设并达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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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宗地投资强度：
项目亩均投资强度不低于400万元/亩；2、该宗地年度产值：项目亩均
年产值均不低于230 万元/亩；3、该宗地税收贡献：项目年税收贡献不
低于5,000万元（不低于25万元/亩）；4、该宗地用于开发建设自动化
分拣中心、智能仓储、冷库等项目，作为快件自动化分拣，普通货物储
存、配送，生鲜货品储存、配送供应链服务。

（三）2019年1月24日，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具了《海口市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海贸大道西侧宗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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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抵押无查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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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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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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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2月2日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的指导意见》，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先导性项目建
设，根据海南省委、海南省政府对建设崖州湾科技城的部署，在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等有关厅委的指导下，三亚市政府委
托中规院（北京）规划设计公司推进了《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总体
规划（2018-2035）》的编制工作。

现该规划已经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组织专家评审通
过，为加快编制工作进展，提高规划编制的民主性和科学性，根
据省“多规合一”改革有关要求及《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有关规
定，将该规划阶段性成果依法予以公示，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和
建议。公示期间如有异议，请按以下要求予以反馈。

公示时间：为30个工作日，2019年2月2日至2019年3月
20日。

公示地点:海南日报、三亚日报、三亚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sanya.gov.cn/）、三亚市规划委员会网站（http:
//ghj.sanya.gov.cn/）。

欢迎社会各界在公示期内登录公示网站查询相关规划内
容，并以书面、电子邮件等形式对规划提出意见或建议。请在提
出意见或建议时，署名联系人和联系电话，以单位名义反映情况
的，应加盖单位公章。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sy88362336@sanya.gov.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三亚市河东路152号三亚市规划委

员会——城乡规划编制科，电话：0898-88361216，邮政编码：
572000。

三亚市规划委员会
2019年2月1日

三亚市规划委员会关于《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总体规划（2018-2035）》的批前公示

本报海口2月1日讯（记者邓海
宁 通讯员王露溪）2月1日，由国家体
育总局宣传司等主办的“庆祝新中国
成立七十周年中国体育与国际奥林匹
克珍藏品展览”在海口观澜湖新城开
幕。本次展览展出包括2008年北京
奥运会开幕式奥运缶在内的千余件体

育藏品，展期将持续三个多月。
据了解，本次展览共分为新中国

成立七十周年体育、夏季奥林匹克运
动会、2008北京奥运会、冬季奥林匹
克运动会、中国冰雪体育、中国古代体
育、中国近代体育、体育与国际奥林匹
克艺术、中国传统体育互动体验、琼崖

精神与海南体育十大部分。旨在通过
展出体育文物、艺术作品，邀请奥运冠
军走近百姓身边，与大众欢度春节，共
享美好生活，开展体育文化交流互动
活动的方式，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
年，传播体育文化和奥林匹克精神，推
动海南体育旅游、体育产业的发展。

展览将持续至5月10日结束。
伦敦奥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郭伟

阳、里约奥运会女排冠军徐云丽出席
开幕式。开幕式结束后，郭伟阳、徐云
丽和书法家张惠臣、吴欢一起参与了

“奥运冠军在身边，我们为你送福气”
活动，与参加开幕式的市民群众进行

互动。
本次展览由国家体育总局宣传

司、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宣传部、中国奥
委会新闻宣传部、中国体育新闻工作
者协会共同主办，海南省旅游和文化
广电体育厅、中国体育集邮与收藏协
会协办。

中国体育与国际奥林匹克珍藏品展海口开幕

■ 阿成

2月1日晚，CBA常规赛第38轮
战罢。八冠王广东队以122：95大胜
山西队，取得11连胜，继续领跑排名
榜。卫冕冠军辽宁队上一轮客场不
敌深圳队，连胜场次停留在25场，无
缘追平广东队创造的CBA历史最长
的常规赛26连胜纪录。本轮回到主
场，辽宁队以110∶94战胜广州队，又
回到胜利的轨道，不过仍落后广东队
2个胜场。

联赛还剩8轮，春节假期后将重
燃战火。往后的赛程对广东队相对
有利，从他们本赛季展示出的强势
来看，常规赛冠军几乎成为囊中之
物了。

辽宁队接下来将先后面对同曦、
江苏、深圳、广厦、吉林等队，除了同
曦，其他5个对手都是硬骨头。

广东队的赛程要轻松一些，他们
将在主场与浙江战两场，另外上海和
同曦实力都不强，只有第 42 轮和 43
轮连续客场战吉林和广厦，可能会遇
到一些抵抗。倒数第二轮，广东队将
在主场与辽宁队进行“二番战”，按理
说这将是一场争夺常规赛冠军的关
键战役，不过，如果辽宁队在此之前
被进一步拉开胜场差距，辽粤“二番
战”将失去意义。或许在与辽宁队的
比赛之前，广东队就能提前锁定常规
赛冠军的宝座。

赛程因素或许是次要的，广东队
强劲的实力，才是他们夺取常规赛冠

军的保证。可以说，广东队如今的实
力是最近几个赛季以来最强的，甚至
还强过夺得第八冠的赛季。本赛季
之前，莫里斯的受伤让广东主帅杜锋
尝试“双小”外援，无心插柳柳成荫，
救火外援威姆斯就像是为广东量身
定制的一样，他很好地融入到球队
中，与德莱尼组成的“黑风双煞”在攻
防两端都很有威力。本土球员方面，
两名国家队主力易建联和周鹏宝刀
未老，赵睿、任骏飞、胡明轩等年轻选
手通过在国家队的历练更加成熟，此
外，新提拔进一队的球员也发挥了作
用。既有尖子队员，板凳实力又雄
厚，广东队鲜有起伏一路强势挺进。
目前他们 38 轮 35 胜 3 负，胜率达到
惊人的92%，或许还会进一步提升。

广东队迈向CBA常规赛冠军

■ 西甲第22轮前瞻

巴萨剑指9连胜
北京时间年2月3日凌晨，西甲第二十二轮

将上演焦点战，巴塞罗那坐阵主场诺坎普将迎战
蝙蝠军团瓦伦西亚。巴萨目前状态火热，在联赛
中已取得8连胜，在本周中的国王杯1/4决赛中
以6∶1大胜西甲劲旅塞维利亚，本场比赛，瓦伦西
亚在客场恐难挡巴萨豪取联赛9连胜。

6：1大胜塞维利亚之战让巴萨球迷笑逐颜
开，除了晋级国王杯四强外，让巴萨球迷开心的还
有库蒂尼奥终于找回了状态，在这场比赛中，他打
入两球。回到联赛，巴萨球迷们自然希望库蒂尼
奥能保持火热状态，帮助球队在争冠的冲刺阶段
巩固优势。当然，梅西依然是巴萨球迷的定心丸，
梅球王本赛季状态大好，独居射手榜和助攻榜榜
首位置，球王风范无人能及。

蝙蝠军团本赛季状态有些下滑，目前积29分，
落后巴萨20分暂居积分榜第七位。双方近6次交
锋，瓦伦西亚未尝一胜。

落后巴萨5分的马竞，本轮客场战难缠的贝
蒂斯，若有闪失，巴萨将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

■ 林永成

NBA全明星赛
替补球员名单公布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31日电（记者王集旻）
美职篮（NBA）1月31日公布了本赛季全明星赛
14位替补球员名单，新奥尔良鹈鹕队球星戴维
斯、俄克拉荷马雷霆队球员威斯布鲁克和印第安
纳步行者队后卫奥拉迪波等入选。

在西部，除了戴维斯和威斯布鲁克之外，入选
的球员还包括掘金队的约基奇、开拓者队的利拉
德、勇士队投手汤普森、马刺队球员阿尔德里奇以
及森林狼队的唐斯。

在东部，步行者球星奥拉迪波尽管受伤赛季报
销，但依然因为大半个赛季的出色表现入选，他的替
补人选将择日揭晓。其余东部替补队员有猛龙队
后卫洛瑞、雄鹿队的米德尔顿、76人队的西蒙斯、
奇才队后卫比尔、活塞队前锋格里芬和魔术队的武
切维奇。

在此前公布的首发名单中，湖人队球星詹姆斯
和雄鹿队的安特托昆博已荣膺队长职务。还有欧文
（凯尔特人队）、沃克（夏洛特黄蜂队）、伦纳德（猛龙
队）、恩比德（76人队）、库里（勇士队）、哈登（休斯敦
火箭队）、杜兰特（勇士队）以及保罗·乔治（雷霆队）。

3∶1击败日本 卡塔尔首夺亚洲杯

大侃台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海南日报
记者1日从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获悉，2019嗨跑节3月2日至10日在
海南举行，从海口到三亚，横跨南北，
辐射全岛，为期9天。

本次嗨跑节以海南（三亚）国际马
拉松、海口马拉松双赛事为核心，以跑
者和跑团为主要人群，通过量身订制
的旅游权益礼包和相关配套线下活
动，让跑者及周边人群享受“马拉松+
旅游”的整体服务。

据了解，2019嗨跑节是一次围绕
马拉松主题，整合多方资源，为跑者提
供全新跑马体验的狂欢盛会，不仅规
模盛大、亮点众多，而且影响力广，预

计将吸引超过32个国家、地区与和来
自国内的运动员、游客与以及候鸟人
群等数万人参与其中。

2019嗨跑节将两大马拉松赛事在
时间上进行打通，海口马拉松3月3日
举办，海南（三亚）国际马拉松3月10日
举办，从而形成背靠背全岛统筹的路跑
赛事，为马拉松跑者及跑团一站式参加
两大赛事提供便利。此外，嗨跑节特
设双赛跑团奖励、双赛跑者奖励。

凡同时报名2019海口马拉松和
2019海南（三亚）国际马拉松的跑者，
在成功完赛两大马拉松后，将获得额
外的奖牌奖励（迷你马、半马、全马均
可获得奖牌）。

让跑友享受“马拉松+旅游”服务

嗨跑节3月在海南举行

本报讯 北京时间2月1日晚，阿联酋亚洲杯
展开了最后的决赛，卡塔尔队以3：1战胜日本队，
首次夺得亚洲杯冠军。

上半场，阿尔莫伊兹·阿里和阿齐兹·哈特姆
的2记世界波为卡塔尔取得2：0的领先。第69分
钟，南野拓实为日本队扳回一球。随后阿费夫利
用点球机会为卡塔尔锁定胜局。

卡塔尔连刷3次队史纪录夺冠：打入4强已
是卡塔尔在亚洲杯史上的纪录，但卡塔尔青年军
随后连闯半决赛和决赛两道关，连续3次刷新队
史纪录成为亚洲杯的新王。

卡塔尔队1996年出生的神锋阿里破纪录夺
金靴：1996年，伊朗名宿阿里·代伊单届打入8球
夺得金靴，创造了亚洲杯的历史，而随着阿尔莫伊
兹·阿里决赛打入1球后，以9球穿起金靴，打破
了阿里·代伊的纪录。 （小新）

⬅卡塔尔队球员阿尔莫伊兹·阿里（左二）在
比赛中倒钩射门得分。 新华社发

西班牙媒体称
武磊本周末有望首秀

本报讯 北京时间 2月 1日，据
西班牙《阿斯报》消息，武磊的老东
家上海上港俱乐部已经将球员的所
有转会文件发送至他的新东家西班牙
人俱乐部，至此，武磊的所有转会手续
均已完成，中国前锋有望在周末迎来
西甲首秀。

北京时间1月28日，中国球员武
磊正式从中超上海上港俱乐部转会
至西甲西班牙人俱乐部，中国前锋将
身披24号战袍为新东家出战。所有
中国球迷都在期盼着这位中国的锋
线头牌的首秀，目前看来，距离武磊
在西班牙的首场比赛时间已不远。
《阿斯报》指出，北京时间2月3日晚
19：00进行的西甲第22轮西班牙人
将在客场挑战比利亚雷亚尔比赛或
许就将成为武磊在新东家的首演。

（小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