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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州游泳世锦赛明日开幕 花游比赛率先登场

中国花游队要用“中国风”征服全场
2019年世界游泳锦标赛将于7

月12日在韩国光州开幕，花样游泳比
赛将于12日率先登场，至20日结束，
以全新节目亮相的中国花样游泳队将
力争用“中国风”征服全场。重头戏游
泳比赛将于21日开始，28日结束。

光州游泳世锦赛花样游泳共设
10个项目，包括单人、双人、混双和集
体的技术自选和自由自选以及集体自
由组合和托举，来自47个国家和地区
的1097人参赛。中国队将参与7个
项目角逐，向俄罗斯发起冲击。

中国队派出13女1男的阵容，由
复出半年的奥运会和世锦赛银牌得主
黄雪辰和孙文雁领衔，石浩玙是唯一
的男选手。

在中国队参加的7个项目中，集体
自由组合《怒海争锋》算是保留节目，上
届世锦赛时中国队曾凭此节目获得历
史突破第一金。因为比赛规则改变，如
今节目从4分半钟缩短为4分钟。“我们
重新进行了动作编排，强度更大、难度
更高。”国家队主教练汪洁透露。

黄雪辰和孙文雁参加双人技术自

选《博弈》和自由自选《希望女神》。第
六次征战世锦赛的黄雪辰对于重回这
一舞台非常激动：“和以往最大的不同
是，这一次参赛我是妈妈选手，之前退
役了一段时间，生了一个宝宝，到现在
恢复了半年多，感觉对动作的理解能
力更强了。经过教练组的精心训练，
体能也有很大的提高。我们的目标是
展现自我，保二争一。因为之前世锦
赛我们已经获得过第二名了，希望能
距离第一名越来越近。”

孙文雁说：“我是第五次参加世锦

赛，我亲身感受队伍这些年有了质的飞
跃，从以前抠技术、抓表现力、到现在更
注重展示文化内涵。无论我们的双人
项目还是集体，都展现了中华文明，我
们希望把中华精神传递给全世界。”

和两年前首次参加世锦赛相比，
石浩玙长高了10公分，身高达到1米
82，技术更加娴熟，和搭档也配合得
更加默契。光州世锦赛他将与张雅怡
参加混双技术自选《龙》，和程文涛角
逐自由自选《化蝶》。“两年前我还没有
掌握足够的技术难度，只能参加一个项

目的比赛，当时名列第八，这次我是两
个项目都参加。和国外高手相比，我的
个人技术还是有差距，但是我认为可以
很快追赶上。”石浩玙说。

花游姑娘们还将演绎集体技术自
选《追梦》和自由自选《巾帼英雄》。用
汪洁的话来说：“我们的队伍从去年
10月开始组建，‘老中青结合’特点鲜
明，在运动员体能训练、动作编排和难
度创新有所加强，希望‘中国风’在光
州能够给世界带来一些震撼！”

（据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 阿成

虽然开局一度取得3：0和4：1领
先的大好局面，张帅还是以0：2不敌
前世界第一哈勒普，止步温网女单八
强，与自己第一个大满贯四强擦肩而
过。尽管有些遗憾，但张帅本届温网
取得的战绩足可让自己满意，让球
迷振奋。在中国金花历来的温网征
程中，只有郑洁打进过一次四强，李
娜在温网的最好战绩也只是八强。

这是继2016年澳网一鸣惊人打进
八强后，张帅第二次闯入大满贯单打八
强。已有了两次八强的经历，人们不禁
展望四强的到来。但是，这一步之遥也
有可能是难以跨越的鸿沟。记得2016
年张帅澳网爆发时，球迷们惊叹之后满

怀信心地期待她创下更多更大的业绩，
不曾想，她爆发过后就归于平庸了。有
意思的是，上次澳网张帅是在经历大满
贯14连败未获1胜后连赢4场打进八强
的，这次又结束温网5连败未获1胜的尴
尬，一口气连赢4场打进八强。不鸣则已
一鸣惊人，沉默许久后一次性爆发，似乎
已成为张帅职业生涯的“标配”。

或许有人会说，这次不同了，张帅
更成熟了，某些技术环节也提升了。的
确，本次温网人们看到了张帅在发球环
节和网前技术的进步。在本届温网女
单8强球员中，张帅70%的一发得分率
和高达76%的网前得分率，均位列第一
位。但是，这两项技术的提升以及有
限的提升幅度，并不能说明张帅变得
多么强大，我们同样可以找出她可能

变弱的环节，比如年过30体能不足。
事实上，她输给哈勒普之战，许多人认
为体能下降是重要原因。

张帅的教练刘硕倒不觉得30岁是
个大问题，他对张帅说：“30岁算什么，
只要你还热爱网球，就一直打下去吧！”
他还给张帅制定了两个目标：下一次大
满贯8强以及打进世界前十。张帅已两
次打进大满贯八强，曾多次打败过世界
前十球员，最高排名曾接近第二十，刘
硕定的目标看来并非不切实际。但是，
偶有世界前十的表现并不等于能进入
世界前十，张帅要想再上一个台阶，得
有长期稳定的高水平表现。至于下一
个大满贯八强，那要看运气了。即便不
能实现进入世界前十的目标，偶尔来一
次惊艳爆发，也蛮不错的。

张帅会不会再度昙花一现？大侃台

广告

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文集土告字〔2019〕第2号
根据《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暂行办法》和《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经文昌市人民

政府批准，出让人决定将以下壹（幅）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公开挂牌方式出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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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让人
文昌市冯坡镇合坡村民
委员会下玉坑村民小组

地块编号
文集建试

（2018）-30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冯坡镇合坡村民委员会
下玉坑村民小组西北侧地段

面积（m2）

55963.9

土地用途
商服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1.5；建筑密度≤50%；绿地率≥20%

建筑限高≤4层（农村新建住房高度一般不得超过十二米）

挂牌起始价（万元）
4029.4008

（折合720元/平方米）

竞买保证金（万元）

2418

二、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法人、其他组织及具有完
全民事能力的自然人（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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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出价高者且不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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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出让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申
请人可于2019年7月15日至2019年8月9日到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三楼自然资源权益和开发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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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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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本次农村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19年8月1日8时00分至
2019年8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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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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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
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约定与出让人
签订《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按出让合同
约定及时缴纳土地出让金，除定金及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以外的剩余土
地出让金由出让人与属地镇政府共管1年。（二）根据文规函[2018]1356
号文，该宗地属商服用地，项目建设规划方案要符合当地建筑风貌，并报
文昌市规划主管部门审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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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年内动工建设项目，两年内完成项目的投资

建设。（三）土地出让成交后，必须在20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须在出
让合同生效之日起90日内付清全部土地出让金。合同约定分期缴纳土
地出让金的，首次付款应在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30日内缴纳不低于出让
总价款60%。分期支付集体经营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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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经营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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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出让宗地按现状条件出让，竞买人应当现场踏
勘出让地块，一经办理手续参与竞买，视为对出让地块现状条件无异议，
并愿承担参加竞买交易所产生的一切风险和责任。（五）竞得土地后，竞
得人须按规定完善该宗地施工报建、地质、压覆矿、消防、环保等审批手
续，方可动工建设。（六）按照《文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重新出具文
集建试（2018）-30号地块拟建项目审核意见的复函》及（琼国土资规
〔2018〕7号）等有关规定，本次出让宗地的投资强度不低于450万元/亩，
项目达产时间为签订《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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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得人在签订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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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规划方案须符合省农业农村厅行业规定。（七）该宗地若需要实
施装配式建筑，应按照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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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市文城镇白金路2号、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
心。联 系 人：黄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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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hainan.gov.cn/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7月11日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关于《海府一横路与滨江西路交叉口》
和《凤翔东路与滨江西路交叉口》天桥项目规划公示启事

为消除行人过街安全隐患，提高道路通行能力，根据市政府的
工作部署，市城投公司组织开展了《海府一横路与滨江西路交叉口》
和《凤翔东路与滨江西路交叉口》天桥项目前期工作，两个项目规划
方案于已通过专家评审，目前方案已经修改完善并经专家确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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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示时间：15个工作日（2019年7月11日至2019年7月31日）。
二、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
haikou.gov.cn）。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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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行政办公区15号南楼2052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政规划
科，邮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请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
馈，将视为无意见。四、咨询电话：68724387，联系人：刘贤夫。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9年7月11日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琼0105执820号

申请执行人余海青与被执行人蔡依杉、海南嘉隆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依据(2016)琼崖证字第7855号

《执行证书》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被执行人不主动履行生效《执

行证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定于2019年7月26日10时起至

2019年9月26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变卖(法院主面网址

http：//sf.taobao.com/0898/13)被执行人海南嘉隆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海榆西线北侧C101房(产权证号：

HK149487号)的房产。

特此公告

二○一九年七月八日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给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9年07月15

日4:00-2019年12月31日7:00，海口市秀英支局、海口市凤翔

支局地区；2019年07月24日7:00-2019年12月31日7:00，三

亚、海口其他剩余地区；

2019年07月18日4:00-2019年12月31日7:00，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地区；

2019年07月22日4:00-2019年12月31日7:00，澄迈县、
文昌市、陵水黎族自治县、屯昌县、临高县、定安县、东方市、琼海
市、昌江黎族自治县地区；

2019年07月23日4:00-2019年12月31日7:00，万宁市、
儋州市、乐东黎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五指山市、白沙
黎族自治县地区的中兴F450型号MODEM终端进行终端版本
升级，MODEM终端升级将影响用户3分钟左右的业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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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七月十一日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给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
2019年7月15日4：00－2019年12月31日7：00 对海口市

金盘支局、海口市亚豪支局、海口市坡博支局、海口市中国城支局
地区;2019年07月18日4:00-2019年12月31日7:00，海口其
他剩余地区；

2019年07月19日4:00-2019年12月31日7:00，琼海市、
澄迈县、三亚市、文昌市地区；

2019年07月22日4:00-2019年12月31日7:00，陵水黎族
自治县、白沙黎族自治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万宁市、定安县、
昌江黎族自治县、儋州市地区；

2019年07月23日4:00-2019年12月31日7:00，全省不限
地区（在线升级策略）；

2019年07月24日7:00-2019年12月31日7:00，全省不限地
区（开电重启触发升级策略）的烽火HG2543C1、HG6543C1型号终
端版本升级，MODEM终端升级将影响用户3分钟左右的业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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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七月十一日

华塑科技产业园项目位于东路镇东侧琼文公路41公里处，建设
单位为文昌立达实业有限公司，总用地面积36139.95平方米（折合
54.21亩），规划方案经市第54次规委会审议通过。现报来方案规划
指标为：总建筑面积22176.12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36600.62平方
米，容积率1.01，建筑密度46.35%，建筑系数53.15%，绿地率20%。为
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乡规划法》规定，现按程序对该项目的修建性详细规划等内容进行批
前公示。1、公示时间：15天（2019年7月11日至7月25日）；2、公示方
式：海南日报、文昌市政府网站、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up0898@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
到文昌市清澜经济开发区白金路2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管理
室，邮政编码571339；（3）意见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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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018，联系人:郭伟恒。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华塑科技产业园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批前公示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7月11日

五指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征询异议公告

我市于2010年10月28日颁发给朱明国和邢桂行的集体

建设用地使用权证，证载面积1798.67平方米。两本土地证的

证号都是“五指山集用(2010)第04597号”。

我局已下达撒销朱明国的“五指山集用( 2010)第 04597

号”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的决定。因发给邢桂行的集体建设

用地使用权证的证号也是“五指山集用(2010)第04597号”，据

此，我局拟决定将发给邢桂行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也同时

撤销。

对我局拟做出的上述决定，如有异议者，请在5日内向我局

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 琼0105执184号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郑国群与被执行人海口国宾馆开发
有限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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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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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之心（新埠岛0901地块）项目规划分期验收公示
由我司开发建设的海南之心（新埠岛0901地块）项目位于海口

市美兰区新埠岛北侧，占地总面积63219m2，总建筑面积62335m2，
地上面积33816.52m2，地下面积28518.48m2，容积率0.5,于 2016
年4月7日取得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460100201600053号），报
建共计16栋楼。现由于该项目施工进度和资料的问题，仅A、B1-
1、B1-2、B2-1、B2-2、B3、栋，共计6栋满足规划验收的条件，其余
楼栋A6-1、A6-2、A6-3、B4、B5、C4、D合院二栋、E1F1、S1共计
10栋楼暂不具备规划核实条件。

海南之心（新埠岛0901地块）A、B1-1、B1-2、B2-1、B2-2、
B3栋，共计6栋分期先行竣工规划核实，建筑面积48,946.98m2，地
上面积26222.96m2，地下面积22724.02m2。其余十栋楼待验收条
件具备后申请竣工规划核实。

联系电话：66275955
海口市新埠岛开发建设总公司 2019年7月3日

海口市非参公事业单位公车改革
取消车辆处置网络竞价公告

XZ201907HN0097
受委托对海口市非参公事业单位公车改革取消车辆在海南

产权交易网以网络竞价的方式公开处置，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本次公车处置有丰田、本田、北京现代等品牌共74辆，起始价
0.1万元到5万元不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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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后参与竞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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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至7月24日。网络竞价拍卖开始时间7月25日9时起。竞
买成功的买受人请于7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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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1日

关注温网

北京时间7月10日晚，在温
网男单1/4决赛中，头号种子、卫
冕冠军德约科维奇以3：0（6：4/6：
0/6：2）横扫比利时选手戈芬，率
先晋级四强。图为小德在比赛中
庆祝得分。 小新发

小德强势
挺进四强

7月10日晚，中超
联赛第17轮赛事先赛
一场，北京国安主场4：1
逆转战胜重庆斯威，国
安在恒大与上港本轮
尚未出战的情况下将领
跑优势扩大到5分。图
为国安外援比埃拉庆祝
进球。 新华社发

中超第17轮先赛一场
领头羊国安4：1逆转重庆

中超联赛第17轮赛事于7月10日
至13日进行。在10日进行的首场比赛
中，领头羊北京国安以4：1击败重庆斯
威，暂时将领先优势扩大至5分。7月
11日安排一场比赛，天津泰达主场迎战
广州恒大，实力强大状态颇佳的恒大有
望获胜，继续落后2分紧追领头羊。

恒大在中超已豪取7连胜，在亚
冠赛场上，也晋级东亚区四强。可以
说近期恒大十分强势，他们不仅进攻
火力凶猛，后防线也相当稳固，张琳
芃、高准翼等球员防守表现十分抢
眼，同时郑智等老将经验丰富，也能
够帮助球队在关键时刻保住胜利果
实。实力强大的恒大最近又迎来好
消息，旧将埃尔克森离队3年半后从
上港回归，他很可能在本轮比赛中重

新代表恒大出战。埃神的回归，让恒
大的锋线更为强大。

天津泰达近期表现还算不错，最
近4轮取得2胜1平1负的成绩，目前
在积分榜上排名第七。本赛季前8个
主场，泰达4胜2平2负，最近2个主
场以2：1连续拿下强队鲁能和苏宁。
不过，本轮比赛泰达受伤病影响较
大，在上轮比赛中他们虽然获胜，但
折损了惠家康，韧带撕裂的惠家康基
本确定赛季报销，外援乔纳森受伤被
换下，本轮比赛能否出战还是疑问。

两队中超共交手21次，天津泰
达3胜3平15负，近11次交手不胜，
最近8次交手更是全败。看来，泰达
本场比赛依然难以打破面对恒大时

的连败魔咒。 ■ 林永成

■中超第17轮前瞻

面对恒大，泰达难破连败魔咒

■世界大运会战报

中国组合包揽
乒乓球混双冠亚军

据新华社那不勒斯7月9日电 （记者刘旸
周畅 李博闻）第30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乒
乓球混双决赛9日晚在两对中国选手间展开，最
终王艺迪/于子洋以4：1战胜范思琦/赵子豪，获
得冠军。

决赛中两位男选手均来自上海交通大学，
两位女选手来自华东理工大学。于子洋参加
过 2018 年世界杯团体赛，与王曼昱搭档获得
过 2017 年全运会混双冠军，是本届大运会乒
乓球赛场上世界排名最靠前的男选手。王艺
迪是国家队的后起之秀，上个月刚在香港公开
赛女单决赛中 4：0横扫日本名将伊藤美诚获
得冠军。

赵子豪曾代表上海队获得2017年全运会男
团冠军，范思琦随四川队获得该届全运会女团冠
军，今年2月刚刚升入国家一队。从实力来看，范
思琦/赵子豪要略显逊色，比赛推进迅速，结果不
出意外。

当日进行的其他项目比赛中，中国击剑队获
男子花剑团体第七；女子水球12：1大胜法国队，
晋级四分之一决赛；游泳队包颖晋级女子50米自
由泳决赛；田径队禤达军差0.01秒无缘男子100
米决赛，最终排名第九；男子10000米比赛中清
华大学学生王浩位列第七。

环法第四赛段
维维亚尼冲得首冠

据新华社巴黎7月9日电（记者苏斌）快步
车队的团队战术在9日的2019年环法自行车赛
第四赛段中取得成效，在队友的协助下，意大利车
手维维亚尼在最后时刻的冲刺过程中胜出，生涯
首度摘得环法赛段冠军。

谈及黄衫保有者阿拉菲利普冲刺过程中提供
的帮助，维维亚尼赛后说：“这支团队里，人人为
我，我为人人。每个人要做的就是相互支持，彼此
间的友谊随着赛事进行不断加深。”

当日赛段从兰斯出发至南锡，全长213.5公
里，平路赛段为冲刺型车手争夺冠军提供了机
会。奥弗雷多、巴卡尔特与沙尔大部分时间处于
领骑位置，三名车手相较于大部队的优势从未超
过3分40秒。赛段还剩最后17公里，三人逐渐
被其他车手赶超。进入冲刺阶段，阿拉菲利普带
领快步车队率先发起冲击，紧接着是两位队友里
切塞和莫尔科夫。在他们的引领下，维维亚尼发
挥冲刺实力，笑到最后。

阿拉菲利普以20秒优势继续身穿黄色领骑
衫。斯洛伐克车手萨甘保有冲刺绿衫。爬坡圆点
衫与象征最佳青年车手的白衫分别归属比利时人
韦伦和范阿尔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