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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遗失声明
海口市人民医院得胜沙社区服务中

心公章因缺损不能使用，现声明作废。

海口市人民医院

2019年7月9日

一、采购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二、项
目名称：海南省分行全辖110报警服务外包项目。三、供应商资
质要求：（一）供应商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在法律和财
务上独立的法人单位或其他组织。经营范围包括报警设备服务
内容。（二）供应商未被“信用中国”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
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
单。（三）供应商未被列入中国农业银行集中采购供应商禁入名单
且未处于禁入期内。（四）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不能与农业银行各级行高管及使用需求部门、采购部门关键
岗位人员有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
系。（五）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
得同时参加本项目采购。（六）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四、报

名资料：单位介绍信、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
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相关资质证书（以上证书查原件，收加盖公
章复印件）。五、报名时间、地点及联系人。1.时间：即日起5个工
作日内。2.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11号海南省农行6层集中采购
办公室。3.联系人：何女士。4.联系电话：0898—66796191。六、
声明。1.各报名供应商递交报名材料即表示对材料的真实性负
责，并由此承担法律风险和赔偿责任。如发现供应商存在弄虚作
假行为，将列入中国农业银行供应商禁入名单。2.中国农业银行
接收报名供应商的报名材料并不表示接受报名供应商参与本项
目采购。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2019年7月10日

采购报名公告
一、采购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二、项目

名称：海南省分行全辖保安服务外包项目采购方案。三、供应商资
质要求：（一）供应商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经营范围包括
保安服务内容，须有政府职能部门发的保安服务许可证。（二）供应
商未被“信用中国”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
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三）供应商未被列
入中国农业银行集中采购供应商禁入名单且未处于禁入期内。（四）
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能与农业银行各级行
高管及使用需求部门、采购部门关键岗位人员有夫妻、直系血亲、三
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五）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
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采购。（六）所有入
围单位原则上为海南本地注册企业，非海南本地企业必须承诺中标
后在海南本地设立常驻办事机构。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提供保安

服务所需的设施、装备（自有房产的提供房产证及加盖公章复印件，
租赁房产的提供租赁合同及加盖公章复印件）。四、报名资料：单位
介绍信、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
码证等相关资质证书（以上证书查原件，收加盖公章复印件）。五、
报名时间、地点及联系人。1.时间：即日起5个工作日内。2.地点：
海口市国兴大道11号海南省农行6层集中采购办公室。3.联系人：
何女士。4.联系电话：0898—66796191。六、声明。1.各报名供应
商递交报名材料即表示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由此承担法律风险
和赔偿责任。如发现供应商存在弄虚作假行为，将列入中国农业银
行供应商禁入名单。2.中国农业银行接收报名供应商的报名材料
并不表示接受报名供应商参与本项目采购。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2019年7月10日

采购报名公告

一、采购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二、项

目名称：海南省分行提款箱采购项目。三、供应商资质要求：（一）

供应商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经营范围具备提款箱自主

生产原厂商或唯一授权经销商。（二）供应商未被“信用中国”网站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

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三）供应商未被列入中国农业银行集

中采购供应商禁入名单且未处于禁入期内。（四）供应商法定代表

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能与农业银行各级行高管及使用需

求部门、采购部门关键岗位人员有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

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五）不同供应商的负责人不为同一人且不

存在控股、管理关系。四、报名资料：单位介绍信、法人授权委托

书、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相关资质证书

（以上证书查原件，收加盖公章复印件）。五、报名时间、地点及联

系人。1.时间：即日起5个工作日内。2.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11

号海南省农行6层集中采购办公室。3.联系人：何女士。4.联系电

话：0898—66796191。六、声明。1.各报名供应商递交报名材料

即表示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由此承担法律风险和赔偿责任。

如发现供应商存在弄虚作假行为，将列入中国农业银行供应商禁

入名单。2.中国农业银行接收报名供应商的报名材料并不表示接

受报名供应商参与本项目采购。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2019年7月10日

采购报名公告

1、项目名称：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准入项目
2、项目编号：A210001F19040004
3、采购内容：海南省分行社会教育培训机构
4、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5、中选供应商：北京通保中财网络教育技术有限

公司、广州力航培训有限公司、深圳博得世纪企业管理
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瀛策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深圳市矛盾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深圳市领航财
富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锐道企业管理咨询（上海）有限

公司、深圳市卓越经理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信索
咨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国际银行金融专修学院。

各有关当事人对采购结果公告有异议的，可在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行集
中采购办提出质疑，逾期将不再受理。

联系人：何女士
联系电话：0898-66796191

中国农业银行海南省分行
2019年7月10日

中国农业银行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准入项目采购结果公告

海南聚盈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吴俊、史贻东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通知书
根据海南聚盈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吴俊、史贻东达成

的债权转让协议，海南聚盈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将其对三亚
东恒实业有限公司享有的农银抵借字1999第_号《抵押担保借款
合同》项下本息中的90万元债权及该合同项下的抵押担保权，依
法转让给吴俊、史贻东。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的债务人及
其抵押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吴俊、史贻东履行该笔债权合同
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单位：元

资产
名称
三亚东
恒实业
有限公
司

本金

900,000.00

利息

另计

借款合同名称、编号
（或签订日期）
1999年7月28日签订
的农银抵借字1999第
_号《抵押担保借款合
同》，贷款金额90万元

抵押人

张雪蓉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05执916号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南信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被执
行人海口国宾馆开发有限公司广告合同纠纷一案，依法轮候查封
被执行人海口国宾馆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100671058553G)名下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北侧香格里·海
口国宾馆(二期)J1#楼501号房。现本院拟定对上述查封的房产
进行评估拍卖，如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者，请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
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联系人：宋岩 联系电话:0898-68617522
本院地址：海口市秀英区海盛路68号 邮编:570311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05执766号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深圳市恒兴盛厨具有限公司与被执行
人海口国宾馆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依法查
封被执行人海口国宾馆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100671058553G)名下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北侧香格里·海
口国宾馆(二期)产权式酒店K101、K102、C2-108、C4-101号商
品房。现本院拟定对上述查封的房产进行评估拍卖，如对上述财
产权属有异议者，请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法院提出书
面异议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联系人：宋岩 联系电话:0898-68617522
本院地址：海口市秀英区海盛路68号 邮编:570311

关于G9812海文高速公路K10+300至
K12+100段施工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海口绕城高速公路新建演丰互通工程在G9812海文高速
公路进行拓宽路面及跨线桥施工的需要，为确保顺利施工和行车
安全，现需对相关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具体管制方案如下:

一、管制时间：
2019年7月15日至2020年7月15日
二、管制路段：
G9812海文高速公路K10+300至K12+100段
三、管制方式：(一) 2019年7月15日至2019年7月31日，

封闭海文高速公路K10+300至K12+100段左幅(文昌往海口方
向)应急车道施工，第一、第二行车道正常通行。(二) 2019年8
月1日至2020年7月15日，对海文高速公路K10+300至K12+
100段进行全幅封闭施工，来往车辆经施工便道通行。

届时请途经管制路段的车辆，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或
按现场交通安全管理人员的指挥行驶，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
请谅解。

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19年7月10日

我公司受委托，于2019年7月10日起对“海口市海甸岛五西路
北侧万美街3357.81m2城镇住宅用地及地上3045.09m2房产” 进行
变卖处置，相关事宜如下：1、标的物土地证为：海口市国用（2010）第
004345号，期限至2071年。房产证为：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YL345274号，用途为幼儿园。参考底价：4000万元，保证金：
500万元。2、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整体变卖，可接受50%银行
按揭贷款，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展示时间：见报之日
起至2019年7月30日。

有意者请前来我公司咨询、了解详情及具体细节，资料备索。
地址：海口市华海路15号经贸大楼第九层
电话：13976600507 郑先生 13976325853陈先生

0898-66721736

资产变卖公告
海 南 鑫 开 源 拍 卖 有 限 公 司

（201907期）

征选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机构项目竞争性谈判公告
一、项目名称：企业管理咨询服务项目
二、采购单位：企业筹备领导小组
三、参选谈判方式：符合条件的参选机构进行竞争性谈判
四、邀请条件：(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

二条规定条件。(二)根据项目性质要求，供应商应具备全球视野能
力以及本地化服务能力。供应商需在全球范围内多个国家有布
局，且在海南省设立有供应商法人主体或分支机构。(三)具有商务
咨询或企业管理等相关业务资质。(四)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优
先考虑。

五、谈判限价：不高于200万元
六、公告期：2019年7月10日至2019年7月16日
七、领取竞争性谈判文件的时间和地点：1. 时间：2019年7月

12日至2019年7月16日。2. 地点：海南产权交易所（海口市国兴
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

八、文件递交及谈判时间地点：1. 时间：2019年7月17日下午
14：30。2. 地点：海南产权交易所会议室（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
夏银行大厦18楼）

九、联系方式：报名咨询：66558023孙女士
文件领取：66558019 李女士

2019年7月10日

海南省省直事业单位车改取消
车辆处置网络竞价拍卖公告

XZ201907HN0099
受委托对省直事业单位第二批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取消车辆处

置在海南产权交易网以网络竞价拍卖的方式公开拍卖，现就相关事
项公告如下：本次公车处置有帕萨特、雅阁、北京现代等品牌共47
辆，起始价0.18万元到4.05万元不等。竞买保证金10000元/辆。
竞买人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cn）进入“海南省公务
用车制度改革取消车辆处置专栏”页面，查看车辆详细信息、报名后
参与竞拍，车辆信息以“二手车技术状况表”披露为准。公告期限：
2019年7月10日至7月23日。网络竞价拍卖开始时间7月24日9
时起。竞买成功的买受人请于7月29日到海南产权交易所办理成
交确认手续、交纳成交价款和费用，提取车辆后按规定自行办理过
户，过户税费由买受人承担。如在海南省内办理小客车转移登记手
续，竞买人须凭小客车指标文件提车。业务咨询电话：66558003、
66558038；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

海南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海南和运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0日

电影《大撤侨》在琼招募演员
本报海口7月9日讯（记者罗霞）由成龙监

制、宋胤熹执导、海南巍立启程影业有限公司出品
的电影《大撤侨》，即日起面向社会公开招募演员。

本次招募分网上报名和现场报名两种途径。
其中，现场报名地址为海口市琼洲文化风情街千
壶展馆（位于海口市琼山区滨江路老铁桥旁），报
名热线电话0898-65811459。面试时间为每周
六、周日10时至18时。

据了解，《大撤侨》又名《家园行动》，是一部战
争剧情片，主要讲述2015年也门发生战乱期间，
我国紧急撤离中国同胞和外国公民的故事。该片
将于近期在海南开拍，计划于2020年贺岁档期间
上映，拍摄地区包括海南、北京等地，还将前往中
东等地拍摄。

参加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赛

海南中海队首赛胜湖南队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 通讯员斯文）7月9日，

海南省足协中海U12队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以3：
0战胜湖南队，赢得中国足协第二十二届“贝贝杯”
青少年足球赛（12岁男子组）比赛的首场胜利。

据介绍，本次比赛在江苏连云港举行，国内
16支球队共近300名12岁小球员参加。海南中
海队在和湖南队的首场小组赛中，凭借符洲闻的
梅开二度以及队友洪统煌的一脚劲射，最终以3：
0战胜湖南队。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经过6天
角逐，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乒乓球
比赛男子U15（体校乙组）决赛7月9
日在山西太原滨河体育中心结束。海
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业余体校乒乓球
队林诗栋发挥出色，以4：0战胜山西
省长治市体校队球员张明昊，夺得男
子单打金牌。这是海南乒乓球选手第
一次在国内大型运动会上赢得男乒单
打金牌。

参加本次乒乓球男子U15（体校

乙组）决赛的运动员有来自全国27个
省区市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代
表团共184名运动员，比赛设男女团
体、男女单打、男女双打和混合双打7个
项目。经过角逐，除林诗栋获得男单金
牌外，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业余体校
乒乓球队也获得男子团体第9名。

海南体职院业余体校乒乓球队教
练员是李蒙和关燕，体能教练是刘士
欣，5名运动员分别是林诗栋、李吴
迪、罗浩祥、李宇翔和赵恒坤。

本报牙叉 7月 9日电 （记者曾
毓慧 特约记者吴峰 通讯员林燕
妮）7月 9日，白沙黎族自治县体育
产业又迎来盛事——中国铁人三项
运动协会白沙训练基地、中国拳击

协会白沙MMA综合格斗训练基地
以及中国拳击协会白沙职业拳击训
练基地同时在该县文化体育中心揭
牌成立。

白沙黎族自治县相关负责人表

示，上述三大国家级体育训练基地此
次落户白沙，将有力促进白沙体育产
业快速发展，白沙将以此为契机，不
断完善管理，竭诚为训练基地发展提
供有力保障和优质服务，为将训练基

地打造成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摇篮作
出积极贡献。

今年2月以后，白沙中国拳击协
会训练基地、白沙中国登山协会攀岩
训练基地、白沙中国现代五项运动协

会训练基地相继揭牌成立。按照规
划，今后白沙将以建设国家体育训练
南方基地为契机，引进“体育+旅游”
精品赛事品牌，着力打造白沙特色体
育旅游小镇。

据新华社拉斯韦加斯7月8日电
（记者黄恒）中国男篮8日晚在此间结
束的NBA夏季联赛中以84：80击败
夏洛特黄蜂队，取得本次系列赛首胜。

这是备战男篮世界杯的中国队参
加的第三场NBA夏季联赛。比赛中，
队员们比前两场更加适应这一赛事的
身体对抗强度和攻防转换节奏，加之
对手前两场比赛中场均得分排名前三
的球员都没有上场，中国队一直较好
地掌握比赛主动权，除开场落后，第一
节中反超后，全场几乎一直保持比分
优势，最大领先优势一度达14分。

本场比赛，中国队篮板球表现令
人满意，全场35个篮板球比对手多6
个，双方失误都是16次。此前两场
比赛，分别对阵金州勇士和圣安东尼
奥马刺的黄蜂队战绩是一胜一负。

本场中国队发挥最出色的两位
球员是中锋周琦和后卫方硕。周琦
拿下中国队最高的17分和9个篮板，
方硕上场时间在所有队员中最长，10
次出手只命中3球得到9分，但都是
关键节点得分。

中国男篮将在10日迎战本次系
列赛最后一个对手雄鹿队。

据新华社电 2019年温网男、
女单打八分之一决赛8日战罢，费
德勒、纳达尔和德约科维奇均横扫
对手晋级八强。女单前6号种子则
全部出局，中国选手张帅虽首度挺
进女单八强，但无缘四强。

“瑞士天王”费德勒只用时74
分钟，就以6：1、6：2、6：2横扫意大
利选手贝雷蒂尼，这也是37岁的费
德勒在温网赢得的第99场胜利。

卫冕冠军德约科维奇以6：3、
6：2、6：3击败法国新星安贝尔，第
11次晋级温网八强。

两届赛会冠军、西班牙球星纳
达尔则以3个6：2横扫葡萄牙选手
索萨，第七次晋级温网男单八强。

女单赛场自开赛以来就冷门不
断。2号种子大坂直美首轮便遭淘
汰，4号种子贝尔滕斯和5号种子科
贝尔也相继离场。随着6号种子、捷
克选手科维托娃本轮出局，本届温
网女单前6号种子已“全军覆没”。

八强比赛，头号种子、澳大利亚
选手巴蒂爆冷不敌美国非种子选手
里斯克，15连胜被终结，成就对手
首个大满贯八强。不过巴蒂仍将保
持世界第一的排名，因为唯一的竞
争者——3号种子普利斯科娃在捷

克“内战”后遭淘汰。
美国新星高芙今年温网的神奇

之旅被7号种子、罗马尼亚选手哈
勒普终结。在与前世界第一的对决
中，15岁的高芙以两个3：6败下阵
来。此外，8号种子、乌克兰选手斯

维托丽娜和11号种子、美国选手小
威廉姆斯均顺利晋级八强。

值得一提的是，在7月9日的
女单四分之一比赛中，罗马尼亚选
手哈勒普以2：0战胜了中国选手张
帅，晋级四强，张帅就此止步。

“费纳德”晋级 张帅无缘女单四强
全国二青会乒乓球比赛收拍

海南队林诗栋获U15男单金牌

铁人三项、综合格斗、职业拳击

三个国家级体育训练基地落户白沙

中国男篮在NBA夏季联赛胜黄蜂队

张帅在与哈勒普的比赛中回球。 新华社记者 逯阳 摄

世界大运会

中国大学生女足无缘四强
据新华社那不勒斯7月8日电 （记者公兵

周畅 刘旸）8日，经过一场残酷的点球大战，中国
队在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女足四分之一决赛中
1：4不敌爱尔兰队，无缘四强。

比赛中双方都有破门良机，前5分钟爱尔兰
队就有两次较有威胁的射门。作为中国队的快
马，闫颖颖此役表现亮眼，她在第63和第82分钟
各有一次射门，前一次高出门楣，后一次被对方球
员破坏。常规时间双方打成0：0，按规则比赛直
接进入点球大战。

点球大战中，门将麦奎兰代表爱尔兰队罚第
一个球，结果成功。闫颖颖代表中国队第一个罚
球，但球打高了。此后爱尔兰队将三球打进，中国
队李江红的球被扑出，爱尔兰队4：1锁定胜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