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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严正声明
我学校原执行院长曹业科在本次集团和学校董事会

换届选举中落选，并被免去集团公司和学校一切职务。

如果有人继续利用其影响借故损害集团公司和学校声誉

与利益，甚至恶意造谣诽谤中伤，集团和学校将采取必要

措施，依法依规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海南赛伯乐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会

海口经济学院 董事会

二0一九年七月十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口市海秀、新埠岛、
城西、海甸岛（含美丽沙和海甸溪北岸）等4个

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公示
海口市海秀、新埠岛、城西、海甸岛（含美丽沙和海甸溪北岸）等4

个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已编制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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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2019年
7月12日至8月10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
网站（http://zzgj.haikou.gov.cn）。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
邮件请发送至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编制审查办公室，地址：海口市长滨路市政
府办公区15号楼南楼3045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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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方式：海秀片区：
68715622，邢茜；新埠岛片区：68724397，翁欣娜；城西片区：
68724397，王克壮；海甸岛片区：68724398，毛红杰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7月12日

还款通知
昌江黎族自治县商业总公司已依法取得中国华融资产管理

公司海口办事处原拥有的对昌江县物资天然气贮配厂等16户企
业(个人)的债权。请下列债务人(见下表)见报后速向债权单位履
行还款义务(债务本金详见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海口办事处移交清
单)。特此通知
债务人(企业或个人名称):
昌江县物资天然气贮配厂
昌江县对外经济发展公司海口
分公司
昌江县叉河区农工商联合公司
昌江县对外贸易公司
海南昌江物业发展公司
昌江县建筑材料厂

昌江县裕华化工工贸有限公司
昌江县华侨特需商品供应公司
昌江县五交化公司
昌江县民族贸易公司
昌江县商业贸易公司
昌江县百货公司
陈利发、符庆吉、全世雄、吴永利。

昌江黎族自治县商业总公司 2019年7月8日

受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司对下列涉案需变现财产
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琼海市嘉积镇银海路证号为海国用
（2008）第0930号、海国用（2010）第1072号（已售房产所占土地
使用权除外）的面积约为13480m2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名为
大印名豪广场（酒店）的在建工程项目。参考价：7764.33万元，
竞买保证金：1000万元。

现将拍卖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9年7月31日上午10：00 。
2、拍卖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土地交易厅。
3、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9

年7月29日17:00止。
4、报名地点：海口市龙华区金贸西路15号环海大厦公寓楼

二单元15层15B房。
5、缴纳保证金时间：以2019年7月29日16:00前到账为

准。
6、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
户名：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南省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省府支行；账号：101091890000219。
7、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8）琼执19号之七十七竞买保证

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纳）。
8、标的瑕疵情况说明：标的按现状进行拍卖，过户手续由买

受人自行办理，相关税、费按照法律规定各自承担；标的瑕疵及其
它情况请到我司咨询了解。

拍卖机构电话：0898-66570895；18976211911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6962339

海南美林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20190731期）

费德勒纳达尔会师半决赛 第40次费纳决今晚上演

两位天王先礼后兵

直播

温网今晚直播

男单半决赛

德约科维奇VS阿古特

费德勒VS纳达尔

20：00 CCTV-5+
22：15 CCTV-5

伦敦当地时间7月10日，在温网
男单1/4决赛中，费德勒和纳达尔分
别击败各自对手，将在半决赛中相
遇。这是今年法网后两人再度对决，
第40次费纳决将于北京时间12日晚
上演。两位天王交战前，都表达了对
对手的敬意。

费德勒
纳达尔不仅

仅是红土专家

在1/4决赛中，费德勒以3：1逆
转日本名将锦织圭，取得自己在温网
赛场上的第100场胜利。若想获得第
101 场胜利，他必须要战胜老对手
——纳达尔。

1个月前的法网，时隔5年重返
罗兰加洛斯的费德勒闯入半决赛，最
终不敌纳达尔，后者也最终成就法网
12冠。

回到草场的地盘，对于这个老对
手，费德勒说大家不用再多说什么，
因为他们彼此都非常了解对方，他坦
言自己非常期待与纳达尔再次进行
对决。费德勒表示：“这些年来，他在

这片场地进步显著。他的打法和以
前大不一样。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
这片场地交过手了。他的发球不一
样了。我记得他以前的发球，现在他
的发球更强势，得分更快了。而且他
现在很健康。很多人在2008年就下
定论说他没戏了，2009年对我也是
这样。但我们还在这里。很高兴再
次能和他交手。”

对于法网的失利，费德勒说：“（法
网）和这里的场地不一样。而且那天
风超大。就我所知，这两天这里不会
出现类似情况，希望不会，不过要真是
如此也很有意思。比赛肯定会很艰
苦，拉法能在任何场地击败任何对
手。我们都清楚，他可不仅仅是红土
专家。”

纳达尔
输赢不影响我们的友谊

2008 年温网决赛，纳达尔战胜
费德勒，夺取自己的第一个温网冠
军。时隔11年后，两人再次在温网
对决，纳达尔说：“我们在大满贯上的
对决机会越来越少了，但如今我们又
一起在半决赛上对阵，这本就足以让

人兴奋。”
纳达尔称费德勒是这个场地上最

出色的球员。“和罗杰交手总是特别
的。我很期待能在11年后在这里和
他比赛，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对他可
能也是如此。我一直说，我们交手的
次数比以前少了，但我们还在。我将
要与恐怕是这片场地的历史最佳交
手，如果我想要晋级决赛，就得发挥出
自己的最佳水准。我知道他状态很
好。我也是。我觉得我打出了侵略
性，高度专注，发球和接发表现都很
好。我很满意。”

纳达尔表示：“我们之间的对决，
我赢过很多，也输过很多，无论输赢，
都不会影响我们对彼此的尊重，以及
我们的友谊。” （小文）

本报讯 此前在 1/4 决赛输给
哈勒普后，中国金花张帅说希望
罗马尼亚姑娘能赢得今年温网冠
军。在北京时间11日晚进行的温
网女单半决赛中，罗马尼亚姑娘
哈勒普以 6：1、6：3横扫 8号种子
斯维托丽娜，打进决赛，离冠军仅
差一胜。

整场比赛耗时74分钟，但只有
前19分钟处于相持状态。比赛伊
始，两人耗时19分钟才完成各自保

发。此后，比赛完全进入到了哈勒
普的节奏，连胜5局后她以6比1拿
下首盘。第2盘，哈勒普全面的技术
让斯维托丽娜找不到任何漏洞，最
终6比3锁定胜局，成为首位打进温

网决赛的罗马尼亚球员。
本场比赛，哈勒普和斯维托丽

娜打出了32个9拍以上的回合球，
罗马尼亚姑娘赢下了其中的25分。
打进决赛后，哈勒普下周的世界排

名将重回前5位。
“这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

刻之一。”这是哈勒普首次打进
温网决赛，也是她第 5 次跻身大
满贯决赛。此前 4次跻身大满贯

决赛，哈勒普只在去年拿到法网
冠军。 （小新）

又讯 北京时间 7月 11日晚，
在温网女单第二场半决赛中，11
号种子、赛会7冠王小威廉姆斯以
6：1、6：2完胜捷克老将斯特里科
娃，职业生涯第 11次闯进了温网
女单决赛，以 37 岁 291 天的年龄
成为公开赛时代最年长的大满贯
决赛选手。小威将和哈勒普争夺
冠军。 （小新）

哈勒普首进温网决赛
决赛将战小威廉姆斯

据新华社天津7月11日电（记者
张泽伟）刚刚从上海上港回归广州恒大
的埃尔克森11日晚迎来回归“首秀”，
帮助球队在中超联赛第17轮中客场3：
0战胜天津泰达，豪取八连胜。

埃尔克森此战打入1球，第65分
钟，他接队友直塞球射门，泰达门将杜
佳扑球脱手，埃尔克森得球后打空门得
手，将比分扩大为2：0。此役过后，广州
恒大继续在积分上紧追榜首的北京国
安，恒大仅落后2分。

埃尔克森回归助恒大八连胜

⬅ 埃尔克森（左二）在比赛中庆祝
进球。 新华社发

中超联赛

7月12日，中超联赛第17轮将
进行3场角逐，其中河北华夏主场与
上海申花之战堪称保级生死战。这
两支上赛季还能身处积分榜上半区
的准强队，如今要为保级而战，令人
唏嘘。

目前华夏和申花分列倒数第四
位和第三位，分别比降级区高出2分
和1分，稍有不慎就会跌入降级区。
本场两队直接对话的“6分之战”，显

然对于各自的保级前景意义重大。
河北华夏最近3轮1平2负未尝

胜绩，本赛季前8个主场2胜2平4
负，最近2个主场面对两支升班马武
汉卓尔和深圳佳兆业，仅取得1平1
负收获1分，让球队保级形势继续恶
化。本轮面对保级直接竞争对手上
海申花，是华夏连续第3场主场作
战，他们不想再错过抢分的机会。

申花近况也好不到哪去，他们已

经连续两轮输球，本赛季前9个客场
战绩为2胜2平5负，最近两个客场
赢了苏宁但完败给同城对手上港。
不过，申花近日引进了意大利国脚沙
拉维和韩国“锋霸”金信煜两名外援，
这两名外援的加盟或许能让申花的
表现有明显改观，他们有望在本场比
赛中迎来中超首秀。

两队在中超有过7次交手，3胜1
平3负打成平手，其中华夏3次坐镇
主场，2胜1平保持不败。本场保级
生死战，打平对于双方来说都不解
渴，唯有全力争胜才能踩着对手脱离
险境。 ■ 林永成

■ 中超第17轮前瞻

华夏、申花为保级死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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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11日讯（记者林永
成 王黎刚）2019CFA中国之队·海口
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将于7月18日
在海口五源河体育场开踢，中国U15
队、朝鲜U15队、伊朗U15队、马来西
亚U15队4支球队将展开较量。

比赛采取单循环制，一共进行6
场角逐，按积分排定名次。目前赛程
已编排完毕，7月18日、20日和22日
每天安排两场比赛，每天的赛事开球
时间为：第一场 16：00，第二场 19：
35。中国U15队的赛程为：7月18日
19：35 对阵朝鲜 U15 队，7 月 20 日
19：35对阵马来西亚U15队，7月22

日19：35对阵伊朗U15队。
组委会决定，学生可免费领取

门票观看本次比赛，以此激发青少
年参与足球运动的热情。关注五源
河体育场公众号，学生持学生证、身
份证或其他相关证件可以免费领取
3张6场（1张/2场）观赛门票。普通
观众可在海口市五源河体育场售票
处购票，门票每张10元，军人、残疾
人等可持相关证件在售票处免费领
取门票。

本次比赛由中国足球协会主办，
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海南
省足球协会、海口市足球协会承办。

海口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
18日五源河体育场开踢

据新华社韩国光州7月11日电
（记者周欣 陆睿）11日，中国游泳队
确认，第七次出征世锦赛的孙杨将在
光州放弃1500米自由泳，力拼200、
400和800米自由泳。

孙杨原本报名四个单项，而且是
200米和400米自由泳的卫冕冠军，
但是兼项太多，比赛时间跨度太长、
每场比赛都是恶战，这对孙杨的体能
恢复和控制伤病是非常大的挑战。

与其分散精力和体力，不如专注一心
向目标冲击。自从800米自由泳成
为东京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后，孙杨
的最大心愿就是力争在奥运会上赢
得这枚金牌。

光州游泳世锦赛将于7月12日
开幕，泳池大战于21日打响，共有来
自194个国家和地区的2462名选手
参加42个游泳项目的角逐，中国泳军
派出43人的队伍参赛。

游泳世锦赛

孙杨放弃1500米自由泳

NBA夏季联赛

中国男篮不敌雄鹿
据新华社洛杉矶7月10日电（记者黄恒）正

在拉斯韦加斯参加美职篮（NBA）夏季联赛的中
国男篮10日晚与密尔沃基雄鹿队展开对决，最终
以67：84不敌对手。

这是中国男篮本次系列赛的最后一场比赛，
前几场比赛中出场时间较长、表现也不错的王哲
林和郭艾伦本场比赛均未登场，首发的周琦、阿不
都沙拉木、翟晓川、赵睿和赵继伟打的时间比较
多。其中周琦表现最佳，拿下14分和17个篮板
的两双，赵睿得10分，方硕得9分。

本场比赛，双方上半场打得难解难分，半场结
束时，中国队以40：39领先。进入第三节后，中国
队命中率突然下降，又连续被吹罚进攻和技术犯
规，单节输了14分，最后一节再想追赶也未能如
愿。中国队篮板球40：29领先，但三分命中率只
有19.4%，失误达23次。

中国男篮参加本次夏季联赛的目的是磨合阵
容、积累经验，为即将到来的男篮世界杯做准备。
此前中国男篮为了备战北京奥运会，曾在2007年
参与过夏季联赛。去年在备战亚运会期间，中国
男篮红队曾参加夏季联赛内部教学赛。

尽管参与夏季联赛的美职篮球队很少派遣大
牌球员参赛，但由于美国篮球整体水平高，各队即
使以新秀和二线球员担纲，其水平也高于中国队。
中国队在参加的全部4场比赛中成绩为1胜3负。

■ 世界大运会战报

中国队乒乓球夺金无悬念
据新华社那不勒斯7月10日电（记者周畅

刘旸 公兵）争分夺秒，争金夺银。在10日的第
30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上，中国乒乓球队包
揽男、女双冠军，跆拳道队夺得女子62-67公斤
级银牌，中国女足1：0战胜东道主意大利。

乒乓球赛场上中国选手再次成为主角，男双、
女双决赛都在中国选手之间进行。最终范思琦/王
艺迪只用了22分钟就以4：0干脆地拿下比赛，摘
得女双冠军。于子洋/赵子豪4：1获得男双金牌。

赛后王艺迪表示，这是她和范思琦首次配对
比赛，赛前训练时间不长。决赛对手也是队友，感
觉更放松一些，能够取得胜利非常满足。“今晚还
没时间庆祝，明天我俩都还要参加女单比赛，如果
顺利，我俩可以在决赛见面。”王艺迪说。

跆拳道女子62-67公斤级的比赛中，来自苏
州大学的单云云惜败世界排名第九的法国选手，
获得银牌。“单云云正常是打62公斤级的比赛，这
次比赛中遇到的对手大多是67公斤级的，所以她
在力量上有一点吃亏。不过她今天整体表现是不
错的，可以说是以轻搏重，打到决赛也是挺不容易
的。”跆拳道队教练孔繁桃说。

当日，中国女足迎来了与东道主意大利的比
赛，上半场两队均无进球。第87分钟，中国队闫
颖颖打入一粒“绝杀球”。1：0战胜意大利后，中
国女足将与韩国队争夺本次比赛的第五名。

76人宣布签下霍福德
新华社华盛顿7月10日电 美职篮（NBA）费

城76人队10日宣布，正式签下5届全明星中锋艾
尔·霍福德。

76人队总经理布兰德表示，霍福德是NBA
联盟最好的前场球员之一，他能够来到费城令人
十分激动。

现年33岁的多米尼加球员霍福德可以司职
大前锋和中锋两个位置，上赛季他在波士顿凯尔
特人队常规赛场均得到13.6分、6.7个篮板、4.2个
助攻及 1.3 次盖帽，在攻守两端都有不错的表
现。加盟76人后，他与球队明星中锋恩比德将组
成强大的内线。

“艾尔拥有出色的组织能力、顶级的防守天赋
以及多年的球队领袖经验，他的到来对球队的阵
容是一个十分关键的补充。”布兰德说。

2007年NBA选秀大会上，霍福德在首轮第
三顺位被亚特兰大老鹰队选中。2016年，霍福德
加盟凯尔特人。在NBA的12个赛季里，霍福德
每年都帮助所在球队进入季后赛。

为尽快融入新球队，霍福德已经宣布将不会
参加今夏在中国举行的男篮世界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