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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电信网络诈骗是犯罪分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移动电
话、固定电话、互联网、微信、QQ和手机短信等通讯工具，采取远
程、非接触的方式，通过编造虚假信息、虚构事实诱使受害人往指
定的账号打款或转账，骗取他人财物的一种犯罪行为。

常见电信诈骗手段：
1、冒充社保、医保、银行、电信等工作人员。以社保卡、医保

卡、银行卡扣费、密码泄露、有线电视欠费、电话欠费为名引诱受
害人将资金汇入犯罪嫌疑人指定的账户。

2、冒充公检法、邮政工作人员。以法院有传票、邮包内有毒
品、涉嫌犯罪、洗黑钱等，以传唤、逮捕、以及冻结受害人名下存款
进行恐吓，以验资证明清白、提供安全账户进行验资，引诱受害人
将资金汇人犯罪嫌疑人指定的账户。

3、以销售廉价飞机票、火车票及违禁物品为诱饵进行诈骗。
犯罪嫌疑人以出售廉价的走私车、飞机票、火车票及枪支弹药、迷
魂药、窃听设备等违禁物品，利用人们贪图便宜和好奇的心理，引
诱受害人打电话咨询，随后以交定金、托运费等进行诈骗。

4、冒充熟人进行诈骗。嫌疑人冒充受害人的朋友或同学，编
造因赌博、吸毒等事由被公安机关査获，或以出车祸、生病等急需
用钱为由，向受害人借钱并告知汇款账户，达到诈骗目的。

根据公安部门的统计，种类繁多的电信网络诈骗方式中，发
案数、案值综合排名前6名的分别是“冒充客服”、“冒充公检
法”、“兼职及刷信誉”、“网络购物”、“假冒熟人及领导”、“贷款及
理财”。

我们要保护好个人的信息安全、不要随意在网站上泄露个人
身份信息、家庭信息和各类订单信息，遇到链接不随意点击、遇到
二维码不随意扫描、遇到电话不轻信。

海南建行金融知识普及：

保护信息安全 防范电信诈骗
关于G98环岛高速青岭隧道左幅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G98环岛高速公路K308+530至K309+670段青岭隧道
左幅（海口往三亚方向）维修施工的需要，为确保施工作业及行
车安全，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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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至2020年1月20日；二、管制
路段：G98环岛高速公路K308+530至K309+670段青岭隧道左
幅（海口往三亚方向）；三、管制方式：根据实际需要，对管制路段
左幅（海口往三亚方向）进行封闭管制，由海口往三亚方向的车
辆从G98环岛高速九所互通驶出高速，绕行省道S313毛九线，
经国道G225继续行驶至渔港互通上高速，未封闭的右幅（三亚
往海口方向）正常通行。请途经该路段的司机朋友，提前做好交
通出行规划，并在现场有关交通标志标牌的提示及交通管理人
员指挥下行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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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7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注销琼山籍国用(2002)字第19-0197号

土地证和补发不动产权证的通告
海资规[2019]9227号

符菊梅向我局申请补办位于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镇西环路
46号，使用权面积为93. 69平方米的琼山籍国用(2002)字第19-
019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经调查，上述《国有土地使用证》已
登报挂失，现通告注销，该证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凡对此有异议
者,请自本通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
分局提出书面申述。逾期无异议，我局将依法给符菊梅补发上述
宗地的《不动产权证》。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9月26日

(此件主动公开，联系人:陈女士 电话: 65360879 )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10HN0148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两辆车：1、琼A23007海狮
JTFSX23P中型普通客车，挂牌价格为117741元；2、琼AQ0999
普瑞维亚JTEGS54M小型普通客车，挂牌价格为134400元。公
告期：2019年10月9日至2019年10月21日 ，车辆详情请登录
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E 交易网（http://
www.ejy365.com/）、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hainan.
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
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34黄小姐、66558023
孙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
李女士0898-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10月9日

招标公告
昌江县叉河镇红阳村耕地开垦项目，招标人为昌江黎族自

治县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建设

地点：昌江县叉河镇红阳村。投标人资格要求：须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或以上资质，项目经

理：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二级或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

且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请于2019年10

月08日17时00分至2019年10月14日18时00分，从全国公

共资源交易平台（海南省）（http://zw.hainan.gov.cn/ggzy/）

下载招标文件,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2019年10月29日8

时30分，地点为：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海口市国兴大

道9号）205开标室。联系人：李工，电话：0898-65357193。

招标公告
昌江黎族自治县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拟建的昌江县叉

河镇红阳村“旱地改造水田”土地整治项目，建设地点：昌江县

叉河镇红阳村。投标人资格要求：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或以上资质，请于2019年10月

08日17时00分至2019年10月14日18时00分，从全国公共

资源交易平台（海南省）（http://zw.hainan.gov.cn/ggzy/）下

载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元（开标现场缴纳）。投标

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2019年10月29日9时30分，地点：海南

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201开标室。

联系人：陈工，电话：0898-65322015。

今年10月26日，白沙将迎来一
次重量级的比赛——全国男子拳击
冠军赛暨金腰带争霸战将在中国拳
击协会白沙职业拳击基地举行。“这
是中国拳击运动最高比赛之一，旨
在奥运练兵，并创立中国自己的职
业拳赛系统。”张传良说。

这项赛事大胆改革，比赛时间
从以往的一周增加到一个半月，10
个级别的参赛选手总共要打几百

场比赛。白沙县政府相关负责人
表示，白沙还有一个目标，就是通
过拳击比赛努力打造白沙“文体山
城”“体育小镇”名片。国内的拳迷
们将通过央视或海南卫视直播，来
了解和认识白沙的风土人情与旅
游资源。

中国拳击协会白沙MMA（综
合格斗）训练基地落户白沙后，未
来更是大有可为。综合格斗在欧

美和日本非常流行，日本一场综合
格斗比赛能吸引上万名现场观
众。康闽利说，我们将邀请国内外
综合格斗高手到白沙参赛，通过比
赛吸引更多省内外和国外游客来
白沙观赛和旅游，力争把中国拳击
协会白沙MMA（综合格斗）训练基
地打造成一个集比赛和训练为一
体的基地。

攀岩现在也深受国内外年轻人

喜欢，玩家众多。国家攀岩白沙训
练基地设施完备，建成了几块标准
攀岩墙。康闽利透露，今年底将邀
请国家攀岩队来白沙训练。下一
步，该基地将举办大型攀岩比赛，让
国家攀岩白沙训练基地通过赛事的
形式推广出去，让国内外众多攀岩
爱好者知道海南白沙是一个玩攀岩
的好地方。

（本报海口10月8日讯）

白沙拳击基地试水职业拳击赛

半年时间，4个国字号训练基地落户白沙，10月中下旬，3场国家级赛事将在白沙举行

一个人口“小”县如何变身体育“大”县？

体育产业是海南重点发展的十二个产业之一，而体育训练基地建设，是海南体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随着海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有序推进，海南体育训练基地建设也进入持续快速发展通道，其中，体育与旅游的融合发
展更呈引人注目之态。为给读者梳理海南体育训练基地建设面貌，本报今起推出“海南体育训练基地巡礼”专栏，敬请关注。

海南日报记者
日前从白沙黎族自
治县相关部门获悉，
10月 12日，白沙将
举行全国田径精英
赛，10月18日将举
行全国拔河新星系
列赛，10月26日将
举行全国男子拳击
冠军赛暨金腰带争
霸赛等3场国家级
体育比赛。

地处山区的白
沙黎族自治县近期
让人刮目相看——
在半年多时间内，中
国铁人三项运动协
会训练基地、国家攀
岩训练基地、国家橄
榄球训练基地、国家
拳击训练基地先后
落户，一个山区县城
为何能打造出4个
国家级训练基地？

栽得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去
年10月，占地240多亩的白沙文化
体育中心建成投用，而这个中心，
也为4个国家级训练基地落户夯实
了基础。

白沙文化体育中心包括一个标
准田径场（主副场）、一座标准游泳
池和一个全民健身体育馆。这个全
民健身体育馆“体积庞大”，有12个
标准篮球场大小，一个简易看台能
容纳1000人。全民健身体育馆分

为拳击、乒乓球、羽毛球和篮球4个
区。“白沙文化体育中心是目前海
南最大的一处体育设施，正是因为
有了这个体育中心，才能吸引国家
队将训练基地落户白沙。”中国拳
击协会副秘书长康闽利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

优良的气候优势，也是白沙成
为国家级训练基地落户的主要原
因，康闽利说，白沙空气中负氧离
子含量高，有助于运动员在高强度

训练后的体能恢复。2018 年底，
中国拳击队曾在中国拳击协会白
沙职业拳击训练基地进行了 4个
月训练。白沙基地的冬训一结束，
国家拳击队直飞泰国曼谷，参加了
2019 年度亚洲拳击锦标赛。最
终，中国拳击队收获了6枚金牌，
白沙冬训效果初显。中国拳击协
会主席、国家拳击队总教练张传良
说，白沙气候宜人，环境优美，空气
中负氧离子含量高，训练场馆设施

完善，各方面保障十分到位，有利
于运动员训练。

白沙天然无公害的食材也符
合国字号队员的胃口。康闽利说，
由于国字号队伍坚决杜绝兴奋剂，
因而对食材的挑选也非常严。白
沙的猪、牛、羊、鸡等畜禽类食品可
放心食用。白沙文化体育中心管
理方还为队员们提供了完备的科
研、医疗保障，让队员们“练得好、
吃得爽、住得安心”。

一个中心引来4个国字号基地

4个国字号训练基地落户白沙
后，白沙先后举办了 2019 年全国
女子拳击锦标赛、全国英式橄榄球
精英赛等精品赛事。训练基地硬
件建设和大型精品赛事引进，提高
了白沙的体育竞争力。下一步，白
沙将积极建设国家体育训练南方

基地，以举办“体育+旅游”精品赛
事为契机，打造具有白沙特色的体
育旅游小镇。

今年3月，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
育司副司长王磊到白沙来调研。白
沙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文化体育中心
内完备的训练场馆及设施给王磊留

下了深刻印象。王磊表示，白沙不仅
气候宜人、环境优美，而且各个训练
场馆设施完善，各项保障措施到位，
白沙县委、县政府也高度重视“体
育+旅游”产业，采取的“体育+旅
游”、“体育+扶贫”做法也新颖有效，
形成了可借鉴可推广的做法和经验。

白沙县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白
沙依托县文化体育中心和国字号训
练基地，以打造白沙体育旅游小镇
为目标，引进并配置各类冬训基地
及大型赛事，提高白沙体育产业影
响力和知名度，推进了体育旅游产
业融合发展。

打造白沙特色体育旅游小镇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开
栏
的
话

8月12日，白沙文化体育中心游泳池吸引众人享受游泳乐趣。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我和我的祖国》北美上映
首周票房超155万美元

据新华社洛杉矶10月7日电（记者高山）为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
自10月1日在北美正式公映以来，吸引了大批华
侨华人，上映首周的票房总额超过155万美元。

据负责影片在北美、澳新地区发行的华人文
化集团公司旗下华人影业发布的数据，该片在首
周末的3天时间里（周五至周日），在美国和加拿
大的67家影院上映，3天票房总额为87.6万美
元。首周末期间出现多场爆满和加场的情况，影
片连续两天冲进北美单日票房榜前10名，最终名
列北美周末票房榜总收入的第11位。

华人影业总裁苏佳对新华社记者表示：“《我
和我的祖国》是一部能够让海外观众产生共鸣的
电影，更凝聚了海外观众的中国心。”

苏佳表示，《我和我的祖国》还将在北美上映
数周时间，公司与北美院线将会根据票房情况来
进行排片。

50.5亿元
国庆档电影票房再创新纪录

据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记者白瀛 史竞
男）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委员会办公
室8日数据显示，9月30日至10月7日我国电影
票房为50.5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比此前同档期
纪录增长86.42%。新中国成立70周年重点影片
《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位列档期票
房前三名。

数据显示，国庆档8天观影人次为1.35亿，
亦创同期历史新高；国庆节当天电影票房达
7.96亿元，创下非春节档单日票房新纪录；三部
重点片8天票房分别为22.23亿元、19.75亿元、
8.23亿元。

国家电影专资办介绍，在国庆档期的拉动
下，截至10月7日，今年总票房达522.47亿元，
同比增长2.74%，其中国产影片327.93亿元，市
场份额为62.77%；今年票房过亿元影片已有63
部，其中国产片33部，票房前10名影片中国产片
有7部。

体操世锦赛
双杠卫冕冠军邹敬园无缘决赛

据新华社斯图加特10月7日电（记者刘旸）
2019体操世锦赛7日进行了男子资格赛，中国队
以258.354分的总成绩位居俄罗斯队之后排名第
二，晋级团体决赛。中国选手多次出现失误，孙
炜、肖若腾相继在鞍马比赛中掉下器械，但均进入
个人全能决赛。双杠卫冕冠军邹敬园因低级失
误，无缘双杠决赛。

7日资格赛中，中国队首先进行的是自由
操。在随后的鞍马比赛中，中国两名选手相继出
现失误，从器械上掉下，其中包括去年世锦赛鞍马
单项冠军肖若腾。打头阵的孙炜也意外“掉马”。
两人赛后接受采访时均表示，平时都没出现过类
似的失误，心理问题多于技术问题。

2017和2018两届世锦赛双杠冠军邹敬园因
出现低级失误，仅名列16，无缘决赛。

本届世锦赛女子和男子团体决赛将分别在8
日和9日进行。

澄迈天福全民健身中心落成
明年1月海南体育名人堂将入驻该中心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10月7日，澄迈天福全
民健身中心落成仪式在澄迈县福山镇天福假日酒
店举行。由省旅文厅指导建设的海南体育名人
堂，将于2020年1月正式入驻该中心。

海南体育名人堂建成后，将集中展现海南体
育名人，全面展示海南体育文化发展历程，是展现
海南体育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

天福全民健身中心建有篮球馆、羽毛球馆、
游泳馆、健身馆等体育运动场所，是一座综合型
体育场地。该中心的建成，将使澄迈县全民健
身设施更加完善，进一步推动当地休闲体育旅
游产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