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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欣女士：

2007年10月14日，你受我公司委托处理我公司在青海洋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退股分红事宜。自受委托后至今，你一直未将受托事

项处理情况回复我公司。根据青海洋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

情况说明，你已于2007年10月18日从该公司领取了退股分红的股金

人民币200万元及红利20万元，合计220万元整。现我公司郑重通知

你：请你务必在2019年4月12日前将人民币220万元本金及该款期

间的利息人民币197.8598万元（注：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五年

以上期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07年10月18日起至2019年4月

12日的利息）合计人民币417.8598万元交还我公司。请将款项付至：

户名：海南忠圣投资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银行海口华宝支行；账号：

265005746509。否则，相关法律后果自负。

特此通知

海南忠圣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日

（注：李景欣，江苏南京人，身份证号码320106XXXXXX2469）

关于催促李景欣交还我司资金的通知

林丹退出新加坡羽球公开赛
据新华社新加坡4月10日电（记者王丽丽）

在10日举行的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男单首轮比
赛中，中国男单选手林丹在第一局未打完的情况
下宣布退赛。

男单和女单都有32名选手参赛。林丹当天
对阵的是丹麦选手维克托·阿萨尔森，当时比赛进
行了14分钟，林丹13：20落后，他向裁判示意脚
部不适决定退赛。

林丹赛后表示，上周在马来西亚刚参加一周
马来西亚羽球公开赛，体力消耗很大，之后还有一
系列赛事，不希望身体在这个阶段出现任何问题。

其他中国男单选手中，谌龙以21：14、21：18
击败丹麦选手安德斯·安东森，陆光祖以21：17、
21：18战胜印尼选手汤米·苏吉亚托，黄宇翔惜败
泰国选手坎塔蓬·旺差伦。

4月8日至11日，法国戛纳春季
电视节在法国南部海滨城市戛纳举
办，近百家中国文化企业带着近几年
拍摄的优秀电视剧、纪录片及动画片
等参展，不少作品受到海外买家青睐。

来自浙江的动画片《胡柚娃》讲述
一个以水果为主角的民间传说，融合
水墨、剪纸等多种中国传统艺术特色。

约旦片商萨克尔·哈穆德在中国
展区详细咨询这部动画片的情节和创
作技法，并很快与制作方——浙江吉
盛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初步达成购
买意向。他说：“影片人物形象简约可
爱，画面背景是中国的山水与楼阁，这
个故事‘很中国’。”

《胡柚娃》艺术总监刘峰对记者
说：“已有来自黎巴嫩、卡塔尔、白俄罗
斯等多个国家的电视台和影视公司前
来与我们洽谈合作，这种展现中国传
统艺术特色的动画作品尤其受到‘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片商的欢迎。”

据电视节中国区负责人赵小卉介
绍，来自北京、上海、四川、浙江等地的
近百家电视台、影视制作公司、互联网

影视节目公司等来到戛纳参加春季电
视节，带来电视剧《和平饭店》、纪录片
《稻之道》、VR（虚拟现实）系列节目
《认识中国》等数百部代表近年中国影
视制作水平的佳作，并举办多场中国
影视作品及节目模式推介会。

来自中国的原创节目模式在电视
节上受到关注。湖南卫视原创声乐竞
演类节目《声入人心》在电视节期间签
约向北美地区发行节目模式；中央电
视台推出的科学实验节目《加油！向
未来》、家庭文化节目《谢谢了，我的
家》等原创节目模式也受到欢迎。

英国一媒体公司主管保罗·扬布
卢特说，将选秀与歌剧结合、将竞赛与
科学实验结合、在访谈节目中融入真
实家庭故事，这样的节目模式更容易
被其他国家观众接受。中国正从节目
模式消费方成为创新节目提供者。

戛纳电视节每年春秋季各举办一
次，是全球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国际
视听产品与数字内容交易市场之一。

记者 杨一苗 韩茜
(据新华社法国戛纳4月9日电)

围棋天元赛范蕴若拔得头筹
据新华社南京4月10日电（记者王恒志）第

33届同里杯中国围棋天元赛三番棋决赛10日在
江苏苏州古镇同里打响，挑战者范蕴若执白中盘
战胜连笑天元，在三番棋决战中先拔头筹。

这是23岁的范蕴若首度获得国内头衔战的
挑战权，当日比赛他延续了此前本赛阶段的好状
态，有力化解了连笑的攻势。随后范蕴若步步为
营，在行棋过程中没给连笑什么机会，至204手，
连笑投子认输。

根据赛程，11日休赛一天，12日双方将继续
进行第二盘比赛的较量，如果范蕴若再胜，他将成
为继马晓春、刘小光、聂卫平、常昊、黄奕中、古力、
陈耀烨、连笑之后的第九位天元。如果连笑扳回
一城，这位刚刚度过25岁生日的卫冕冠军仍有机
会冲击天元三连冠。

本报海口4月10日讯（记者王
黎刚）4月10日，美巡系列赛——中
国2019年度第三站海口锦标赛在融
创海口三公里国际高尔夫球场开杆，
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英格兰、澳
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
144 名顶尖球手参加，比赛总奖金
160万元。

本次比赛进行4轮288杆角逐，
获得冠军的球手将赢得28.8万元奖
金以及6个世界积分。

美国球员特雷弗·思鲁曼夺得了
上周结束的美巡系列赛——中国
2019年度三亚锦标赛冠军，他对在
海口锦标赛上取得好成绩充满期
待。他说：“融创海口三公里国际高

尔夫球场很漂亮，我很享受在这座球
场打球的感觉，我希望在海口锦标赛
上能取得好成绩。”

2014 年，美巡系列赛——中国
赛创办，这是美巡系列赛——拉美赛
和麦肯锡美巡系列赛——加拿大赛
之后全球第三个发展级巡回赛。当
年中国球员李昊桐荣膺年度奖金王，

并于2015年进入韦伯网巡回赛。此
后，窦泽成和张新军也由此晋升到韦
伯网巡回赛，并成为第一批获得美巡
赛会员资格的中国内地球员。

美巡系列赛——中国赛与海南关
系密切，2015年度、2016年度、2018
年度赛季连续在海南举办。中国高尔
夫球协会竞赛部部长李今亮表示，近

几年，中国高球运动的总体竞技水平
不断提高，优秀年轻选手不断涌现，这
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多年来国内高球
界齐心协力搭建稳定的职业巡回赛平
台。其中，美巡系列赛——中国赛为
中国球员搭建了极具竞争力的竞技舞
台，许多年轻的中国球员在这项比赛
中得到锻炼，不断成长。

美巡系列高球赛海口锦标赛开杆
国内外144名球手争夺160万元奖金

广告

海南银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0190418期）

现受委托，我司定于2019年4月18日上午10:00在本公司拍
卖大厅公开拍卖以下标的：1、兴泰源128干货船；2、琼琼海03378
号渔船；3、琼琼海02087号渔船。参考价：54.3万元/整体，竞买保
证金：10万元。特别说明：1、琼琼海03378号渔船及琼琼海02087
号渔船拍卖成交后须进行拆解；2、上述拍卖标的按现状净价整体
拍卖，过户所产生的税、费全部由买受人承担。保证金交款单位：
海南银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账号：2201020909200273650，开户
行：工商银行海口金贸支行（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标的物展示
时间：2019年4月11日至4月17日。标的物展示地点：标的物所
在地。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4月17日下午17时前到本公司了
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公司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
际金融中心6层。联系人：韩先生 电话：0898-66736719

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东自然资告字〔2019〕5号

经东方市人民政府批准，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的方式出让1宗（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竞买事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除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
次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加竞买的，按照规定
需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
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出让地块不接受联合竞买；必须按挂
牌出让公告规定的时间内把竞买保证金存入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指定账户（以挂牌竞买保证金入账户时间为准）。（二）本次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价高且不低于低价者得的原则确
定竞得人。（三）本次挂牌出让宗地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
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19年4月22日至2019年5月13日到东方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室三楼土地利用岗（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
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获取挂牌文件及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
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5月13日下午16:00。经审核，申请
人按规定交纳足额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9年5
月13日下午17: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
地交易厅进行。地块挂牌起始时间为：2019年5月5日上午8:00；挂
牌截止时间为：2019年 5月 15日上午10:00；挂牌现场会时间为：
2019年5月15日上午10：00。（五）项目地块竞得人若要在该宗地上开
发建设民办教育机构，需符合教育主管部门相关规定。（六）因该地块
西侧为感城镇中心幼儿园，根据有关规定，禁止进行易燃易爆、有毒有
害等危险物品及有污染环境的项目建设，或者项目建设、生产会危及

学校和学生安全。并且在周边200米范围内不能建设营业性歌舞娱乐
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七）竞买
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同时与市教育局签订《海南省
产业项目用地准入和对赌协议》。（八）该宗地符合我市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已列入我市今年建设用地供地计划。目前该宗地土地权利清晰、安
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
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条件的净
地。（九）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水
务、绿化、环保、消防、交通管理等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规定。
（十）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等方式申请竞买
及报价，也不接受邮寄竞买文件。（十一）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耕地
占用税及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规定缴纳），挂牌服务费和公证费按相关
规定由竞得人支付。（十二）其他事项：本次挂牌地块以现状土地条件出
让。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十三）本公告
未尽事宜详见《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手册所
载内容为本公告组成部分。（十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 陆先生 邢女士
联系电话：0898-25582051 0898-68593918
联系地址：东方市二环南路西侧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4月11日

地块名称
东出让

2019-04号地块

宗地位置
东方市感城
镇政府东侧

宗地面积
12080m2

（合18.12亩）

土地用途
服务设施用地
（教育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建筑容积率≤0.6，建筑密度≥30%，
绿地率≥40%，建筑限高≤20米

挂牌起始价（万元）

487

竞买保证金（万元）

292.2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190411-1期）

受委托，定于2019年4月19日15:00在本公司拍卖厅公开拍卖
下列车辆：

展示时间：4月16日至17日。展示地点：海口市美兰区海甸四东路
5号牡丹花园小区停车场内。特别说明：竞买人须依照《海南省小客车保
有量调控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取得增量指标或更新指标。有意竞买
者请于2019年4月18日17:00前将竞买保证金汇入我公司账户（户名：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账号：46001002336050001935，开户行：建行
海口市金盘支行营业部）；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报名时请携带身份
证原件、复印件、汇款凭证及海南省小客车增量指标证明文件或更新指
标证明文件。电话：15607579889；网址：www.hntianyue.com；地
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序号
1
2

车牌号
琼AH5535
琼D11733

厂牌型号
丰田牌TV7250

圣路牌SL5031XYCX1

登记日期
2007.11.13
2007.12.07

参考价（元）
48900
25300

竞买保证金（元）
25000
13000

受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委托，兹
定于2019年4月29日下午16：00在本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净价
公开拍卖：海南国际能源船务公司债权，债权本息截至2018年9
月 30日合计16,658,229.21元，其中本金2,500,000.00元、利
息14,158,229.21元。参考价：人民币282万元，竞买保证金：人
民币100万元。

下列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拍卖标的：国家公务员、金融监
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
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
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的人员。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9年4月25日17时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4月26日12时前缴纳竞买保证金，

并到我公司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大同路36号华能大厦21层B座
联系电话：0898-66532003 13876266829（吴先生）

海南和运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190429期）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190411期）

受屯昌县人民法院委托，我司对下列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公开
拍卖：1、海南圣大木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屯昌县海榆中线公路80公
里处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房屋、机械设备及其他地上附属物；参
考价36392.78552万元，竞买保证金3700万元。2、海南圣大木业有
限公司名下位于屯昌县海榆中线公路91公里处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地上房屋、机械设备及其他地上附属物；参考价1944.414万元，竞买
保证金200万元。现将拍卖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9年4月
30日11:00；2、拍卖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中心土地交易厅；3、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
2019年 4月29 日17:00止；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9年4 月
29日17:00前到账为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名称：屯昌县人民法院；
开 户 行 ：屯 昌 县 农 村 信 用 合 作 联 社 营 业 部 ；账 号 ：
1010869690000094；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6）琼9022执272
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1、上述两项标的按现
状净价拍卖，过户的所有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2、第2项标的的租
赁合同未到期，在同等条件下承租人享有优先购买权。

拍卖机构：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联系电话：68555961
18508955059；联系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屯昌县人民法院监督电话：67812562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海口市长秀片区(B区)控制性详细规划》D02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琼华海色经典幼儿园项目位于创业路西侧，属于《海口市长秀片

区（B区）控制性详细规划》D02地块范围。经报海口市政府同意，我
局按程序启动了D02地块规划修改工作。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
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30个工作日
（2019年 4月 11日至 5月 23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规划网站
（http://ghw.haikou.gov.cn）。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

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
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2045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详
细规划处，邮编570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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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3，联系人：蒙波。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4月11日

本报海口4月10日讯（记者王
黎刚）2019年全国青超联赛华南大
区U15预赛4月10日在广东三水开
赛，海南省足协中海俱乐部队在首轮
比赛中以1：2负于深圳佳兆业队。

海南中海队和广州89中队、深
圳佳兆业队同组。在4月10日的预

赛中，海南中海队发挥较为出色，上
半场，该队球员张祖民踢进一球，暂
时领先。可惜的是，该队球员下半场
体能下降，被对手连进两球反超。

参加U15华南大区的共有9支
球队，分别是广州富力俱乐部队、广
州恒大俱乐部队、广州89中队、广东

足协队、福建足协队、海南省足协中
海俱乐部队、深圳佳兆业队、梅州客
家队和梅县铁汉队。

比赛分3个小组，每小组3支球
队。小组采用单循环赛制，每小组前
两名出线，共6支球队参加第二阶段
的主客场循环赛。

参加全国青超联赛华南大区U15预赛

海南中海队首战负于深圳佳兆业队

中国电视节目戛纳电视节受青睐

热刺1：0曼城

利物浦2：0波尔图

欧冠1/4决赛战报

亚冠联赛

广州恒大4：0墨尔本胜利

4 月 10 日，在广州进行的
2019年亚冠联赛F组第三轮比赛
中，广州恒大队主场以4：0战胜墨
尔本胜利队。

图为广州恒大队球员杨立瑜
（左二）在比赛中带球突破。

新华社记者 卢汉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