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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关于G98环岛高速大茅隧道入口段施工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G98环岛高速大茅隧道入口段施工的需要，为保障施工期间

行车安全和工程施工安全，现计划对相关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具体管
制方案如下：一、2019年7月13日至7月20日，封闭G98环岛高速公
路大茅隧道左幅（三亚往海口方向）入口段第二行车道与应急车道，
第一行车道正常通行。二、2019年7月21日至7月27日，封闭G98
环岛高速公路大茅隧道右幅（三亚往海口方向）入口段第一行车道，
第二车道与应急车道正常通行。三、2019年7月28日至8月4日，封
闭G98环岛高速公路大茅隧道右幅（海口往三亚方向）入口段第一行
车道，第二应急车道与应急车道正常通行。四、2019年8月5日至8
月11日，封闭G98环岛高速公路大茅隧道右幅（海口往三亚方向）入
口段第二行车道与应急车道，第一车道正常通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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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

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分两次对4G网络系统

进行优化。届时，4G上网业务使用将受短时影响。具体优化

时间如下：

◆第一次：2019年7月16日0:00－6:00；

◆第二次：2019年7月25日0:0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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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七月十三日

通 告
我行定于2019年7月14日凌晨进行计算机系统升级，14日

凌晨4：00-7：30之间我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自助终端停止对

外服务，14日凌晨4：00-4：02以及6：00-6：15期间我行所有业

务均不能办理。

系统升级后如果您在业务办理过程中遇到疑问，请通过短

信或电话方式咨询95588。

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省分行

2019年7月13日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
行营业部与被执行人唐榕羚、海口世纪海港城置业有限公司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中，依法查封被执行人海口世纪海港城置业有限公司名
下 [ 被 执 行 人 唐 榕 羚 购 买 并 已 备 案 至 唐 榕 羚（身 份 证 号
460028198104010042）名下]位于海口市渡海路88号海口外滩中
心一期华府天地3号楼B座 15层 1805号房产(不动产权证号：
HK367287，合同备案号：A000736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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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王法官 联系电话：0898-6865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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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琼0105执恢112号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一九年七月十一日

“海南文昌正商红椰湾3#地块（南区）”项目位于文昌市清澜开
发区，建设单位为海南正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属于《文昌市清
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范围内，该项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临时
许可证，证号为（临）建字第469005201500137号；2016年9月13
日、2018年12月4日取得《建设项目设计方案变更确认通知》，编
号2016053号、2018033号；最终批建的规划指标为：总建设用地
面积27998.8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8528.95平方米，地上总建筑
面积30992.95平方米，地下总建筑面积7536平方米，容积率1.11，
建筑密度31.78%，绿地率30.2%，建筑限高6层，停车位248辆。
现建设单位提出绿化景观方案调整的申请，根据2019年6月29日
专家论证会会议纪要 ，该项目绿化景观方案修改内容在不改变已
批准的各项规划指标前提下，将已批准的停车位相对集中布置，具
体详见变更后的方案文本。经核查，调整后的（南区）规划指标为：
总建筑用地面积 27998.84 平方米(约为 20.76 亩)，总建筑面积
38528.95平方米，地上总建筑面积30992.95平方米，地下总建筑面
积7536平方米，容积率1.11，建筑密度31.78%,绿地率30.2%，建
筑限高6层，停车位248辆；调整后的规划指标与原批一致，符合
规划要求。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现
按程序进行项目修规调整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5天（2019年07月13日至07月27日）；
2、公示方式：海南日报、建设项目现场、文昌市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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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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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丽。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海南文昌正商红椰湾3#地块（南、北区）”
规划报建方案绿化景观方案调整批前公示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7月13日

为促进文昌市中心城区个人国有建设用地开发建设和盘活处
置，提高土地资源开发效益，提升城市形象品位档次，服务文昌
国际航天城建设大局，依据《土地管理法》、《城乡规划法》、《海南
省城乡规划条例》和《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宏观
调控提升土地利用效益的意见》(琼府〔2018〕3号)《海南省人民
政府关于鼓励存量商品住宅用地转型利用和解决有关历史遗留
问题的实施意见》(琼府〔2019〕12号)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结
合文昌市实际，起草了《文昌市人民政府关于文城中心城区个人
建房管理的指导意见》。

根据《海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与备案规定》规定，现按程
序向社会公示，征求意见。

1、公示时间：10天（2019年7月13日至7月22日）。2、公示
方式：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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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清澜开发区白金路2号文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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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进行《文昌市人民政府关于文城中心
城区个人建房管理的指导意见》公示启事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7月13日

工程结算资料催报公告
广东爱得威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市艺建装饰有限责
任公司，海南舜里环境艺术有限公司，海南艺廊装饰设计工程有
限公司，海南一风实业有限公司，海南嘉应厨房设备工程有限公
司，福建省茂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海口琼山吉东家具加工厂:

你单位承建的武警海南总队机关综合楼相关附属配套工
程，我总队多次电话催促贵公司报齐结算资料上报审计，但贵公
司一直没有报齐审计资料。为此，我总队公告催请贵公司，在公
告登报之日起十五日内，派员携齐工程结算资料到武警海南总
队保障部处理工程结算事宜，如在期限内未得到贵公司回应，我
总队将按拨款数进行决算，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贵司承担。

特此公告。
武警海南省总队保障部

2019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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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当 地 时 间 12 日 晚 ，
2019世界游泳锦标赛开幕式在韩国
南部城市光州开幕。据组委会消
息，本届世锦赛为期 17天，共有来
自193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2500名
运动员报名参加，规模创历届世锦
赛之最。

本届世锦赛共进行游泳、跳水、花
样游泳、水球、高台跳水、公开水域游
泳等6大项比赛，将举行70多场比
赛，诞生180多枚金牌。本届世锦赛
距2020年东京奥运会仅一年多，被视

为奥运会前的“实战大考”。
中国军团派出超强阵容参与本

届世锦赛的角逐，包括游泳、跳水、
花样游泳、公开水域游泳和女子水
球5支队伍，其中游泳运动员43人，
公开水域游泳运动员12人，跳水运
动员17人，花样游泳运动员14人，
女子水球运动员 13 人。中国军团
中有 5 位奥运冠军：孙杨、叶诗文

“领航”游泳队，施廷懋、曹缘和陈艾
森“领衔”跳水队。

开幕式当天，率先进行花样游泳

技术自选和跳水1米板项目的预赛。
在男子1米板预赛中，中国选手王宗
源、彭健烽分别以429.4分和410.8分
位列前两名，晋级决赛。在跳水女子
1米板预赛中，中国选手陈艺文和昌
雅妮分别以287.95分和257.65位列
前两名，晋级决赛。

在花游双人技术自选预赛中，中
国组合黄雪辰/孙文雁配合默契，以
93.4148分排名第二，进入14日的决
赛。俄罗斯选手罗马什娜/科列什尼
琴科以95.9501分位居第一。（小新）

光州游泳世锦赛开幕
中国选手晋级跳水1米板和花游双人技术自选决赛

■ 阿成

北京时间7月11日晚，哈勒普和
小威廉姆斯先后横扫各自对手，在温
网女单决赛中相遇。顺便一提，小威
在第 11 次打进温网女单决赛的同
时，也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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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项最年长的纪录，对于
拥有辉煌职业生涯和一大堆传奇纪
录的威女王来说，实在有点“渺小”。
现在，有一项伟大的纪录摆在小威面
前：如果她此次温网能夺冠，将追平
玛格丽特·考特的24个大满贯单打
冠军的历史最多纪录，无论男女，在
所有时代。考虑到考特夫人的冠军
是在竞争不那么激烈的前公开赛时
代夺得的，如果小威追平24冠，含金

量无疑更高，史上第一人板上钉钉。
虽然决赛前小威说不在乎大满

贯冠军的数字，只想找回打球的初
心，但这不过是她为自己减压的说
辞罢了，可能还有潜台词：即便此次
我输了，我也已经是史上最佳。热
爱，当然是小威坚持打到现在的原
因，但追逐锦标和纪录，我相信也是
她依然在场上虎虎生威的动力。

其实小威早就有过追平24冠的
机会了。2017 年澳网她夺得第 23
冠，超越格拉芙成为公开赛时代大
满贯数第一人，之后，因为怀孕生子
她休战了一段时间。产后复出以
来，她两次打入大满贯决赛，但都铩
羽而归。这次是小威复出后第三次
来到大满贯决赛，相比前两次，她看
起来更健康状态更好，还有丈夫、女

儿的陪伴助威。人说“事不过三”，
小威这次能成就24冠吗？

这恐怕得问过哈勒普了。虽然
两人的交手纪录，哈勒普1胜9负有
点惨，但哈妹已今非昔比，她已是大
满贯冠军得主和前世界第一，这是她
第五次打进大满贯决赛。纵观此次
温网晋级决赛的全过程，哈妹似乎比
小威还强势。决赛胜负的关键比较
明确：发球接发球表现和前几拍争
夺。发球是小威让对手闻风丧胆的
重型武器，好在哈勒普的接发球功力
不俗，就看接发质量了。哈勒普相对
绵软的发球肯定会遭到小威无情攻
击，就看哈妹能否顶住攻击把比赛引
入多拍相持了。移动是小威明显的
软肋，如果比赛更多地出现多拍相持
的局面，哈妹赢球的机会就更大了。

大侃台

关注温网

小威冲24冠，事不过三？

小德挺进
男单决赛
北京时间 7 月 12 日

晚，在温网男单半决赛中，
头号种子、卫冕冠军德约
科维奇以3：1战胜西班牙
球手阿古特，率先打入决
赛。图为小德在比赛中庆
祝。 新华社发

新华社伦敦7月 12日电 （记
者王子江）中国选手徐一璠 12 日
在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女双半决
赛中，与加拿大选手东布罗夫斯基
搭档，经过三盘苦战力克捷克组合
克赖奇科娃/西尼亚科娃，首次闯
入温网决赛。

30岁的徐一璠与东布罗夫斯基
当天面对的对手是本次比赛的二号
种子，首盘比赛两人以6：1轻松获
胜，第二盘比赛对手以6：3扳回一
盘，决胜盘中，中加组合以6：3锁定
胜利，全场耗时1小时39分钟。

徐一璠与东布罗夫斯基是老搭

档，两人去年就曾在这里杀入了半
决赛，但以 1：2不敌梅利夏尔（美
国）/佩施克（捷克），无缘决赛。

女双第二场半决赛由头号种
子、巴博什（匈牙利）/姆拉德诺维奇
（法国）对阵三号组合谢淑薇（中国
台北）/斯特里科娃（捷克）。

中国选手徐一璠闯入女双决赛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2019年

全国跆拳道锦标赛系列赛第三站7
月11日在江苏无锡开赛。在首个比
赛日中，海南运动员高盼夺得女子-
73公斤级冠军，朱晨雪获得女子+73
公斤级第三名。

2019年全国跆拳道锦标系列赛
共设四站，4站系列赛各级别积分前
16名将获得11月举行的全国冠军
总决赛资格，年度系列赛积分还将与
下届全运会参赛资格挂钩。在前两
站比赛中，高盼获得首站-73公斤级
冠军，第二站未参赛；朱晨雪获得首
站+73公斤级第九名、第二站+73公
斤级第五名。

高盼原籍河南，2012年加入海
南省跆拳道队，曾代表海南队和国家
队在国内外赛事中斩获多枚奖牌。
2016年她代表中国队出征第五届亚
洲室内与武道运动会，获得女子跆拳
道67公斤级冠军；2017年，在天津
全运会跆拳道比赛中，她代表海南队
夺得女子+67公斤级银牌；在2018
年3月举行的全国跆拳道锦标赛中，
她代表海南队夺得了女子73公斤级
冠军；今年3月份在伊朗举行的世界
跆拳道联盟总统杯赛中，她代表中国
队获得女子67公斤以下级金牌，同
时获得2020年第24届亚洲跆拳道
锦标赛参赛资格。

全国跆拳道锦标赛第三站

海南选手夺一金一铜

据新华社华盛顿 7月 11 日电
（记者王集旻）美国当地媒体11日
报道，美职篮（NBA）休斯敦火箭队
和俄克拉荷马雷霆队将进行大交
易，分别效力于两队的顶级后卫保
罗和威斯布鲁克将互换东家。

根据报道，雷霆将把威斯布鲁克
交易至火箭，并从火箭队获得保罗以
及2024年和2026年的两个首轮签，
同时还获得2021年和2025年的选
秀权互换的权利。

这一交易意味着昔日雷霆“三

少”中的哈登和威少在火箭重新聚
首，也意味着火箭同时拥有了联盟
两 大 顶 级 得 分 手 ，其 中 哈 登 是
2018 年的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
而威少在2017年也曾获此殊荣。

在保罗和哈登携手火箭的两
个赛季中，火箭队都在季后赛中
输给了金州勇士队。在此期间，
保罗受伤病影响比较多。同哈登
和保罗的后场组合相比，哈登和
威少的组合至少从纸面上显得更
为强悍。

火箭、雷霆重磅交易

保罗、威少互换东家

据新华社巴黎7月11日电 据
法国和西班牙媒体11日报道，西甲
马德里竞技的法国队世界杯冠军成
员格列兹曼即将转会到巴塞罗那足
球俱乐部。

西班牙《世界体育报》称，28岁的
格列兹曼已经和巴塞罗那俱乐部签下
了一份为期5年的合同，巴萨将为其
支付1.2亿欧元（约合人民币9.3亿元）
的转会费。法国的《队报》则透露，巴

萨已将这笔钱通过银行转给了马竞。
格列兹曼缺席了7月7日的球

队训练。今年5月，这位法国射手曾
宣布他将离开马竞，但当时他没有透
露自己的转会目的地。

12日，在巴塞罗那俱乐部主席
巴托梅乌透露两家俱乐部已经就格
列兹曼的转会事宜进行会谈后，马竞
方面指责巴萨和格列兹曼对马竞俱
乐部缺乏尊重。

格列兹曼即将转会巴萨
合约5年 巴萨支付1.2亿欧元

中超第17轮战报
（比赛时间：7月12日）

河北华夏2：1上海申花

河南建业3：2山东鲁能

大连一方3：2广州富力

海南曾强永获评
全国十佳演讲家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近日，中国演讲口才
培训行业20周年庆典在北京举行，活动首次发布
了我国演讲口才培训行业第一部蓝皮书，同时表
彰了一批演讲名家，海南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曾
强永获评全国十佳演讲家。

庆典表彰仪式上，已故著名演讲家李燕杰被
追授终生成就奖，著名演讲家彭清一、刘吉荣获
终身成就奖，吴方臣、颜永平等名家被授予杰出
成就奖，海南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曾强永被评为
全国十佳演讲家，是海南唯一获表彰的演讲家。

陵水将举办歌手大奖赛
本报椰林7月12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陈思国）海南日报记者7月12日从陵水黎族自治
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获悉，该县将举办“珍
珠海岸 美丽陵水”2019歌手大奖赛。

据了解，凡具有陵水黎族自治县户籍、或者
在陵水工作一年以上的非陵水户籍且年龄在16
至45周岁，具有一定演唱、表演才能的歌唱爱好
者皆可报名参赛。

此次大奖赛分为美声组、民族组和通俗组，
选手只能选择其中一个组别报名参赛。主办方
要求，选手需选择中国经典歌曲作为参赛曲目，
鼓励选手歌唱以陵水为主题的原创音乐作品，并
给予适当加分。

歌手大奖赛比赛时间为8月24日至26日。
意向参赛者可到陵水文体广场文化综合楼一楼
县文联办公室现场报名，也可通过发送相关材料
到电子邮箱 lsmusic@126.com报名，报名日期
为7月25日至8月15日。

海南中海队获
“贝贝杯”足球赛第七名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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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2日结束了第7名至第8名的比赛，海南中海队
2：1力克辽宁队，获得了第7名。

本次比赛共有16支球队参加，分为4个小
组，采用8人制，分组情况为A组：张家港贝贝队、
湖北队、广州队和青岛队。B组：延边队、江苏二
队、沿河队和河南队。C组：海南中海队、湖南队、
辽宁队和广东队。D组：深圳队、上海队、宁夏队
和江苏一队。比赛分为两个阶段，小组赛采用单
循环赛制，小组前两名进入8强。此后采用淘汰
赛制，最终决出冠军。

海南中海队和辽宁队、湖南队、广东队分在
一组。小组赛，海南中海队先后战胜了湖南队和
广东队，负于辽宁队，以2胜1负的战绩进入了8
强。在四分之一决赛中，中海队0：2负于深圳
队。在随后的比赛，中海队负于河南队，无缘第
五名和第六名的争夺。

本次“贝贝杯”组委会还特别设置了足球综
合技巧大赛，16支参赛队伍各推荐3至5名队员
参加这一比拼。海南中海队在此项比赛中表现
优异，来自海南农垦第三小学的苏一品以满分27
分的成绩获得冠军。

中国花游选手黄雪辰（右）/孙文雁在双人技术自选预赛中。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