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3日，“迎春起舞·情牵自贸区”中国书画
名家作品展在三亚启幕，展厅设在中亚国际大
酒店5楼宴会厅。本次书画展4月23日开始，
4月30日结束，免费对市民开放。

本报记者 徐慧玲/文 本报记者 武威/图

书画名家作品展三亚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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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4月24日讯（记者王黎
刚）巴菲特杯欧美中桥牌对抗赛24日
在海口开心农场举行，欧洲队、美国队
和中国队3个队的24名世界顶尖桥牌
选手参加。在首日的直播中，国内外
超万名桥牌爱好者通过全球最大的桥
牌BBO网站“围观”了本次比赛。

比赛分双人赛、队式赛和个人
赛，共进行5天，总积分为396分，积
分最高的团队将赢得奖杯。巴菲特
杯桥牌赛旨在扩大桥牌的影响力，被
誉为世界上门槛最高的顶级桥牌赛
事。由于参赛者均为世界顶级桥牌
大师，加上由巴菲特命名和亲自主
办，使得这一赛事备受欧美主流媒体
及专业媒体关注。此次赛事由北美
桥协领袖哈曼提议，征得巴菲特同
意，在中国首次举办2019年巴菲特

杯桥牌赛，正式名称为中国·海口
2019巴菲特杯欧美中桥牌对抗赛。

中国队的队长是王建坚，8名队
员分别是戴建明、杨立新、鞠传成、石
正钧、康蒙、王晓静、王文霏、沈琦。
其中，王文霏是中国桥牌协会副主
席，被称为世界“桥牌女皇”。美国队
由“桥牌上帝”之称的牌手哈曼领衔。

在本次比赛的开幕式上，播出了
巴菲特发来视频祝福。他说：“2019
年巴菲特杯锦标赛将参赛队伍从两
支扩大到3支的决定是扩大比赛规模
的重要一步。我相信，美丽的滨海城
市海口和热情而熟练的组织者相结
合，将为确保久负盛名的巴菲特杯比
赛的连续性提供必要的动力。”

海南省旅文厅群体处负责人表
示，巴菲特杯欧美中桥牌对抗赛的举

办能搭建起宣传、推广海南的平台，
希望通过这项比赛吸引更多国内外
桥牌爱好者到海南观光旅游。中国
队队长王建坚每年要参加几次在美
国举行的高水平职业桥牌赛，他说：

“美国桥牌人口众多，正式注册的桥
牌选手有近20万人。巴菲特杯桥牌
赛在美国影响力很大。以往这项比
赛是由欧洲队和美国队对抗，本届比
赛增加了中国队。不少欧美桥牌爱
好者对海南并不熟悉，我相信，通过
这次比赛的举办，海南的风光和美食
一定能让欧美牌友熟知。”

主办方负责人表示，本次比赛让海
口秀英区石山镇和智力运动结缘，为该镇
今后打造海南智力运动基地奠定了基
础。赛事期间，世界桥牌大师还将游览海
口火山口公园、骑楼老街、西海岸等景点。

24名世界桥牌高手海口争夺巴菲特杯
国内外超万人网上“围观”比赛

广告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南仲裁委员会(2018)海仲重字
第1号裁决书及权利人的申请，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崔宝文与被执行
人陈娟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18）海仲重字第1号裁决书的主要
内容为:(一)陈娟应于裁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将海口市机场东路12
号602房屋（房权号：海房字第HK028232号）办理过户至崔宝文名
下，并将上述房屋交付崔宝文；（二）陈娟应于裁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向崔宝文偿付律师服务费20000元。根据申请执行人崔宝文的申
请，本院拟按上述仲裁裁决书的内容对上述房产进行处置。如案外人
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或者案件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行为有
异议，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执行异议及相
关证据材料。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财产。

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年4月24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执294号

海口大众益佳天然气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9年股东会第二次会议的公告

北京浩盛益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海口大众益佳天然气有限公
司拟定于2019年5月10日（星期五）上午9时，在海南省海口市
龙华区紫荆路13号召开2019年股东会第二次会议。会议议题如
下：一、审议公司《关于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议案》；二、审议公
司《关于大众益佳公司东岸加气站资产处置议案》；三、审议公司
《关于海南通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转让其所持大众益佳公司股权
的议案》；四、审议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五、审议公司
《关于解散海口大众益佳天然气有限公司以及清算注销的议
案》。敬请准时参加，特此公告。（联系电话：0898-68554318）

海口大众益佳天然气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5日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8)琼0106执2680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8)琼0106执2680号执行裁
定书，本院将于2019年5月14日10时至2019年5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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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市龙华区
龙昆南路97-1号乾坤华源小区1单元15F房，起拍价: 162.4万
元，竞买保证金:32.48万元。

咨询时间:自2019年5月6日至2019年5月10日止接受咨询
(双休日除外),本次拍卖不组织看样(自行前往看样)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5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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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由竞
买人自行承担; (3)房产的交易及过户按海南省政策执行。咨询电
话: 0898-66130025 (司法技术鉴定室)法院监督电话:0898-
66754829。特此公告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海南物资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1029期）

我公司受委托，定于2019年5月6日上午10:00时在本公
司拍卖大厅公开拍卖：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红明农场保险站
（土地约160m2）及大坡镇东昌农场保险站（土地约183.88m2）2
处房地产。竞买保证金20万元。

特别说明：1、上述两处房地产均未办理产权证书。2、标的
有被占用的情形，由买受人负责清场。3、标的按现状净价拍
卖，办理产权证及过户的一切税及费均由买受人承担。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19年5月5日。有意竞
买者请于2019年5月5日下午16：00时前到我公司了解详情
并办理竞买手续。

公司地址：海口市海秀大道33号瑞宏大厦A幢A1003房
联系电话：0898-66753060、13005084060
联系人：吴先生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文土告字〔2019〕3号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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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本次竞买），申请

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手册。申请人可于2019年4月25日至2019年5月22日到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三楼土地利用管理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地产权交易）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和提交书面申请。

五、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5月22日17时00分（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

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9年5月22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19年5月15日8时00分至2019年5月24日10时0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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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24日10时0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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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挂牌现场会）。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照签订的《成交确认书》约定与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按合同约定及时缴纳土地出让金。（二）本次出让宗地均属农产品加工（仓储）项目建设用地。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严格按照市规划主管

部门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要求，以及有关部门的行业规定，在半年内动工建设项目，两年内完成项目的投资建设。（三）本次出让宗地按净地条

件出让，即土地权利清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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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竞买人申请参加竞买的，视为对出让地块净地条件无异议。（四）出让价款缴纳：土地出让成交

后，必须在20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合同签订后1个月内必须缴纳出让价款60%的首付款，余款要按合同约定及时缴纳。分期支付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受让人在支付第二期及以后各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时，同意按照支付第一期土地出让价款之日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贷款利率，向出让人支付利息。（五）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在文昌注册公司进行项目开发，拟注册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申请人应在

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如已在文昌注册具有相应土地开发资质的公司，可不再注册公司。（六）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

按规定完善宗地施工报建、压覆矿、地质、消防、环保等审批手续，方可动工建设。（七）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

农”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号）、《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琼国土资规〔2018〕7号）、《关于实施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

协议的指导意见》（琼国土资规〔2018〕8号）的有关规定，设定出让宗地投资强度为不低于180万元/亩，不再设定年度产值指标和年度税收指标，

开发建设的项目产值和税收征缴按照现行有关法规政策规定执行，开发建设项目达产时间为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的5年内。

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一并与文昌市

农业农村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八）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八、联系方式：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清澜开发区一横路、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联 系 人：周先生 杨先生

吴先生；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65303602 66793886；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http://www.hnlmmarket.com/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4月25日

地块编号

文 国 土 储

（2018）-38号

文 国 土 储

（2018）-39号

文 国 土 储

（2018）-40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文城镇

北架坡地段

文昌市文城镇

北架坡地段

文昌市文城镇

北架坡地段

面积（m2）

16857.53

4439.44

13060.03

土地用途

仓储用地（三类

物流仓储用地）

仓储用地（三类

物流仓储用地）

仓储用地（三类

物流仓储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50年

5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1.5；建筑密度≤30%
绿化率≥20%；建筑限高≤15米
容积率≤1.5；建筑密度≤30%
绿化率≥20%；建筑限高≤15米
容积率≤1.5；建筑密度≤30%
绿化率≥20%；建筑限高≤15米

挂牌起始价（万元）

834.4477

226.4114

666.0615

竞买保证金（万元）

501

136

400

本报海口4月24日讯（记者尤梦
瑜 通讯员庄虹意）4月20日至23日，由
亚广协（北京）媒体传播技术研究院主办
的2019（第六届）中国媒体创新论坛暨
2018年度“影响中国传媒”全国广播影
视推介盛典在江苏无锡举行，活动发布
了“影响中国传媒”2018年度推介调查
结果，海南省群众艺术馆全民艺术普及
电视教学节目《群文视界》荣获“影响中
国传媒”2018年度最具影响力节目。

自2017年4月起，由省群艺馆制
作的全民艺术普及教育类节目《群文
视界》在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公共频道

播出。截至目前已经播出108期，每
期20分钟。

《群文视界》栏目旨在开展全民艺
术普及，提高群众文化艺术修养，进一
步推动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节目采用影视手段展示教学内容，让
群众通过节目“了解艺术常识、培养艺
术兴趣、学习艺术知识、掌握艺术技
能、结交艺术达人、分享艺术心得”。
栏目内容包括：舞蹈、美术、书法、摄
影、戏剧、群星微课堂等。

《群文视界》市网最高收视份额达
8.03％。

2018年度“影响中国传媒”推介调查结果出炉

《群文视界》获最具影响力节目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4月24日
凌 晨 ，2019 年 亚 洲 田 径 锦 标 赛
4x100米接力赛结束，中国男队运气
太差，原本以38秒 88的成绩夺冠，
但因踩线犯规而被取消成绩。泰国
队夺得冠军。

在决赛中，中国队4棒依次是吴
智强、谢震业、梁劲生和江亨南，这个
顺序和预赛时相比有一个变化，谢震
业替换了许周政。由于日本队弃赛，
印尼队爆冷没有进决赛。中国队在决
赛的头号对手就是在预赛中创造38
秒72赛会纪录的泰国队。

比赛开始后，吴智强一马当先，
他和谢震业完美交接。第二棒的谢
震业快马加鞭，他这一棒为中国队
确立了相当大的优势。后半段泰国
队已经明显落后，江亨南跑第4棒，
他把泰国人甩在身后，最终中国队

跑出了38秒 88的成绩，获得冠军。
在原先的官方成绩显示中，中国队
是冠军，泰国队以 38 秒 99 获得亚
军，中国台北队以 39 秒 18 获得第
三。但中国队被判踩线犯规，最后
变成泰国队夺冠，中国台北队获亚
军，阿曼队列第三。

“去年错过亚运会奖牌，今年遗失
亚锦赛金牌，结局有点可惜和无奈。”
江亨南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老天貌似总喜欢跟他开玩笑，2018年
因“报名乌龙”而无缘亚运会，今年又
错失亚锦赛金牌。赛后，教练告诫队
员，这次错误也提醒大家，任何小的失
误都可以让整个队伍前功尽弃，希望
大家谨记。

江亨南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第一
次代表国家参加国际大赛，他压力很
大，总害怕因自己失误让大家失望，但

还是承受压力顺利完赛。他作为张培
萌的弟子，进入国家队大家都在质疑
他能否接过师傅的棒，他希望通过自
己的努力打消质疑。“两场比赛对我来
说收获很大，只有不断历练才能让自
己快速地成长起来。”

24岁的江亨南来自定安，2009
年在海南华侨中学就读，并开始进行
专业的田径训练。2013年，江亨南在
全国中学生田径赛200米决赛上，以
21.21秒打破全国中学生田径运动会
纪录，获得国家运动健将称号，这也是
海南业余选手获此殊荣第一人。同
年，他被免试保送清华大学就读，并得
到中国著名飞人张培萌的指导。在
2018年6月15日举行的全国田径大
奖赛暨亚运会选拔赛第四站（重庆）
比赛中，他以10.29秒获得男子100
米冠军。

本报海口4月24日讯（记者卫
小 林）4 月 24 日 晚 ，“ 我 爱 你 中
国”——吴志辉合唱指挥音乐会在海
南大学音乐厅举行，来自琼台师范学
院学生合唱团、海南爱乐女子合唱团
和海大音乐与舞蹈学院学生合唱团等
单位的演员献唱了16首合唱曲目。

音乐会由著名合唱曲目《雪花的
快乐》拉开帷幕，在吴志辉指挥、黄瑀
钢琴伴奏下，音乐会相继唱响了《闪
亮的日子》《贝加尔湖畔》《追寻》《冰
灯赞》《我在海边歌唱》《母亲的微笑》
《大鱼》《传奇》《想你的365天》《远
情》《九儿》等歌曲，最后，音乐会在

《我爱你中国》激昂悦耳的乐声中落
幕。每曲终了，海大音乐厅里都爆发
出热烈的掌声。

据了解，吴志辉现为琼台师范学
院音乐舞蹈系教师，多次带团参加各
类声乐、合唱比赛，曾获全国大学生艺
术展演（合唱）比赛一等奖、二等奖，主
演歌剧《党的女儿》《红色娘子军》，曾
带领蓝韵合唱团参加三亚国际合唱艺
术节并获金奖及最佳指挥奖，2016年
创办琼台师范学院音乐舞蹈系学生合
唱团。

本次音乐会由省音协、省合唱协
会、琼台师范学院和海南大学主办。

“我爱你中国”合唱音乐会海大举行

陵水业余体校获评
全国羽球后备人才基地

本报椰林4月24日电（记者李艳玫 特约记
者陈思国）4月24日，海南日报记者从陵水黎族
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获悉，陵水业余体
育学校获评为2019年至2020年全国羽毛球后备
人才基地，是全省唯一入选单位。

陵水业余体育学校成立于2010年，开设了田
径、羽毛球、游泳、兵乓球等运动项目。

羽毛球被列为陵水的重点体育项目之一。国
家羽毛球队在内的高水平运动员每年来陵水进行
冬训和国际羽毛球大师赛连续多年举办，带动了
陵水羽毛球运动的发展。

罗才秀新书《风中的执着》
推介会海口举行

本报海口4月24日讯（记者良子）4月23日
是世界读书日。为让更多人体验阅读之美，营造
全民读书氛围，由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海南
出版社承办的《风中的执着》新书推介发布会在海
口举行。

此次新书发布会通过沙龙座谈的形式，邀请
《风中的执着》作者罗才秀作为主讲嘉宾，讲述自
己的创作灵感和生命感悟。

近20万字的小说《风中的执着》是罗才秀的
长篇自传体小说。《风中的执着》以残疾女性独特
的视角与细腻的笔触，娓娓道出作者鲜活的青春
岁月，以及其和命运抗争的心路历程。书中记录
着病痛带给她的折磨、求医的曲折、自学的艰辛、
父亲早逝对她的冲击，以及母亲的勤俭耐劳、家庭
的温情、爱情的美好。

“海信中央空调杯”湖南大学第三届校友足
球邀请赛近日在海口结束，海南校友队和湖大教
工队分别获得冠亚军。

此次赛事由湖南大学海南校友会筹委会组
织。共有北京校友队、深圳校友队等6支球队
参加。 小虹 摄

亚冠联赛（第4轮）
北京2：0武里南
柔佛0：1山东

上港2：2悉尼FC
墨尔本胜利1：1恒大

田径亚锦赛4×100米接力中国男队犯规

海南飞人江亨南与冠军失之交臂

相关链接

海口琼山人，今年42岁
是我省最早获得国际健将的运动员
2001年获广州全运会女子百米第3名
2001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获女子4×100米冠军
2002年代表中国队赴西班牙参加国际田联世界杯赛

海南“女飞人”陈约琴

码上读
扫码上南海网
看江亨南赛场英姿

湖南大学校友海南赛足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