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度最佳阵容

门将：颜骏凌（上海上港）

后卫：李磊（北京国安）、李昂
（江苏苏宁）、朱辰杰（上海申
花）、唐淼（广州富力）

前卫：保利尼奥（广州恒大）、蒿
俊闵（山东鲁能）、吴曦（江苏苏
宁）

前锋：扎哈维（广州富力）、佩莱
（山东鲁能）、杨立瑜（广州恒
大）

最佳射手 扎哈维 （29个进球，广州富力前锋）

最佳球员 保利尼奥（广州恒大）

最佳教练员 李霄鹏（山东鲁能）

中超联赛贡献奖 郎效农（中国足球协会原联赛部主任）

最佳守门员 颜骏凌（上海上港）

最佳新人 朱辰杰（上海申花）

最受欢迎本土球员 吴曦（江苏苏宁）

最佳裁判员 马日奇

最佳助理裁判员 张铖

最佳球迷 河南建业球迷“红魔胖胖”

本报海口12月8日讯（记者卫
小林）12月8日上午，“源同流异——
首届广州美院海南校友美术作品展”
在海南大学开展，来自广州美术学院、
海南美术界及海大美术设计学院共
300余人参加开幕式。

本届展览是广美校友会海南分会
成立后举办的首届展览，参展作者年
龄跨越半个多世纪，齐聚了五代广美
海南校友，成为海南艺苑一道风景。
100件参展作品中，包括国画、油画、
版画、雕塑等品种，虽然作品形式风格

多样，但都具有较强的海南地域文化
色彩，并且清晰呈现出广美优良的学
术传统，即坚持主流创作，扎根生活，
扎根人民，凸显时代特征，关注社会热
点，求新求变，追求多元探索。

广美建校60多年来，为海南培养
了众多优秀的美术和设计专业人才，
他们为海南的文化事业、文化产业、艺
术创作等贡献了力量。

本届展览由广美校友会指导，广
美校友会海南分会、海南大学美术设
计学院主办，将持续展至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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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诚聘人才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创建于2000年，是教育部备案公办性质的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连续三届荣获国家级教

学成果奖和连续三年荣登全国高职院校“国际影响力”50强榜单的院校。
一、招聘岗位
培训项目总监、学历教育（非全日制）项目总监、首席信息官（CIO）、首席人力资源官(CHO)、创新创业教育主管、校企合作主管、校办

秘书、学生政治辅导员，跨境电子商务、财会、金融、人工智能、大数据、土木工程、新能源汽车类专业教师，畜牧兽医专业带头人等16个
岗位向社会招聘，具体岗位详见学校网站（http://www.hcvt.cn）招聘公告。

二、薪酬福利
薪酬面议，待遇从优；“五险一金”、免费体检、培训机会和各类奖励等；优秀人才可协议年薪制，符合学校高层次人才引进条件的，可

享受高层次人才引进安家费、科研启动费、租房补助等优惠政策。
三、报名方式
报名时间从即日起至12月14日（优秀人才可随时联系报名），报名材料发送至rlzyb@hcvt.cn（以“姓名+应聘岗位”命名）；联系人：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人力资源处杨老师，0898-31930808。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亨通·海秀花园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亨通·海秀花园项目位于海口市金福路与金榆路交叉路口东南
角，属海秀片控规D07-1地块。项目于2017年5月通过规划许可，
变更内容为：1、总平面图泳池调整为长方形；2、8#、12#楼裙房商铺
调整；3、8#-12#楼二层至二十六层户型微调。

经审查，变更方案容积率、建筑密度等规划指标保持不变。为广
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9年12月09日至12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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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6
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570311。（3）
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
电话：68724370，联系人：苏琳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2月9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晨晖·西海岸广场三期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晨晖·西海岸广场三期项目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南侧，属《海口
市长流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0302地块。项目于2017年9月
通过规划许可，现申请变更，主要为：1、裙房商业调整为商务办公；2、
总图园林细化调整；3、地下室坡道由原来 5600mm 调整为
7800mm；4、部分户型内部、设备用房、裙房部分门窗位置及相应立
面优化调整；5、2#-8#楼屋顶玻璃幕墙调整。经审查，变更方案容
积率、建筑密度等规划指标保持不变。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
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9
年12月09日至12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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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现场；海南
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
公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
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
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苏琳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2月9日

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9年12月25日10时，在本公司拍卖大厅，对下列资产进行公开拍卖：

（第20191225期）

现将有关拍卖事项公告如下：1、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登报之日起至2019年12月24日16时止。2、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9年12月24
日16时前到账为准。3、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平安银行海口分行营业部；账号：11006258312001。4、缴款用
途处须填明：某某标的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纳）。5、特别说明：标的按现状拍卖并交付。过户税费按法律规定各自承担。上述标的如有意向
购买者请到公司垂询。拍卖机构地址：海口市国贸北路金融花园A座二层。联系电话：68529777 13976734560 朱先生 13976111340 欧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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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名称

澄迈海航金龙高效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三亚海航欢乐天涯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洋浦海越石油有限公司
100%股权

三亚圣奥雅民族文化产业
有限公司的退出权

儋州海航新天地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澄迈马村港96.6亩地块权
益

海南绿海热带森林博览园
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海南万富和旅游公司

100%的股权

标的基本情况
该公司租赁土地位于海榆中线（224国道）45公里处永发镇境内，土地性质为农业用地及部分林地，
面积约1000亩。租期至2050年12月30日，其中约七百余亩有围墙，有配套房产两栋。已办理土
地承包经营权证。（本次拍卖标的项目公司下权益仅指金龙项目约1000亩地租赁权益）
该公司位于三亚市崖州区盐灶村滨海区域，临近 225国道，拥有面积约829.84亩土地承包经营权，
承包期截止时间大部分为2028-29年。承包等相关费用已全部付清。
该公司的游艇制造厂项目位于洋浦保税港区瀚洋路西侧，占地180亩，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已建
面积6.63万m2。包含五栋厂房，一栋办公楼，一栋食堂和两栋配电房。（不包含持有洋浦国兴工程建
设有限公司9.52%股权权益）
该公司下黎陶文化公园项目位于西线高速北侧天涯镇布曲村，租赁土地约500亩，租赁期限至2038
年1月8日止。（不包含该项目公司下持有14.7321%亚太国际会议中心有限公司股权权益）
该公司拥有的海航新天地酒店资产位于海南省儋州市那大镇中兴大道168号，占地面积
23786.7m2，建筑面积32900m2，酒店在营业中。
该土地位于马村港西面，澄迈海警训练基地对面。土地证号：华侨农场国用（2009）第0147号，土地
使用权面积约96.6亩；土地证载用途：旅游用地；终止日期：2051年12月17日。

该公司拥有“海口植物园”975.64亩林地的承包经营权，地块紧邻西海岸五源河湿地公园。

该公司在万宁日月湾旅游区有一栋酒店及另外35亩左右的配套用地。

保证金（人民币）

110万元

850万元

2000万元

40万元

2300万元

300万元

800万元

1000万元 遗失声明
澄迈县长安启明星幼儿园原公章、
财务专用章、法人（王静）印鉴遗
失，声明作废。
▲本人乔双钰不慎遗失海南省东
方市东方广华实业有限公司房地
产1张交房收款流程表收款交接
单票据，房号:碧海云天小区D2栋
506 房，票据编号NO:0002499，
金额：18105元整，现声明遗失。

公 告 遗 失典 当
▲邢扬文居民身份证遗失，身份证

号码：460022198609203212，特

此声明。

▲王志龙不慎遗失恒大名都B001

车位的《海南全国联销项目收款专

用 收 据》一 张 ，收 据 编 号 ：

HN0091251（金额：110元），声明

作废。

▲金和兰遗失东方蓝城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开具的销售不动产统

一发票（自开）的发票联，发票代

码：246001490619，发票号码：

00101133，特此声明。

公告
本公司各债权人：海南电网有限责
任公司已将本公司持有的2.1%南
方电网综合能源有限公司股权，以
2018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无偿
划转到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
司。本次国有产权无偿划转不影
响本公司偿债能力，相关债务按原
协议和文件履行。特此公告。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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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地区发行站办理《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特区文摘》、《证券导报》、《法制时报》等报刊的征订、投递、零售和会议用报等业务，办理分类广告、夹报广告、旧报回收及其它业务。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976292037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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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778696891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本报海口 12月 8日讯（记者王
黎刚）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体育职
业技术学院获悉，世界跆拳道大奖
赛总决赛 7 日在俄罗斯莫斯科结
束，中国选手骆宗诗和郑姝音分别

获得女子57公斤级和女子67公斤
以上级冠军。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海
南队选手高盼获得了女子 67 公斤
以上级铜牌。

高盼一路过关斩将进入了4强，在

半决赛中，她和中国选手郑姝音上演
“姐妹阋墙”。最终，高盼负于队员无缘
决赛。在季军争夺战中，高盼的对手弃
权。高盼获得了该级别的第3名。

高盼2013年加盟海南队。加盟

海南队后高盼进步较快，她2016年蝉
联全国跆拳道冠军赛女子73公斤以
上级冠军，2017年夺得天津全运会跆
拳道女子67公斤以上级银牌，2018
年赢得第23届亚洲跆拳道锦标赛女

子73公斤以上级金牌。在2019年3
月初举行的世界跆拳道联盟总统杯
上，高盼获得女子67公斤以上级金
牌，同时获得2020年第24届亚洲跆
拳道锦标赛参赛资格。

世界跆拳道大奖赛总决赛结束

海南队高盼获女子67公斤以上级铜牌

罗大明朗诵音乐会省图举行
本报海口12月8日讯（记者卫小林）12月8

日晚，“艺术语言的魅力——罗大明朗诵音乐会”
在省图音乐厅举行，中外经典诗朗诵和音乐和谐
相融，让现场观众享受了一场视听艺术。

朗诵音乐会上，余光中的《乡愁》、艾青的《我
爱这土地》、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戴望
舒的《雨巷》、契可夫的《生活是美好的》等中外经典
诗歌被深情朗诵，篇篇美文温暖人心。此外，海南
优秀歌手熊玉娇、赵媛，钢琴演奏家刘旻，诗人田斌
等为罗大明助演，全场音乐编配精妙，尤其是钢琴
演奏让现场观众充分欣赏到了诗歌与音乐融合产
生的醇美意境。

罗大明现为省曲艺家协会顾问、省朗诵艺术
家协会常务副会长、海口市朗诵艺术协会主席，国
家一级播音员，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夏
青杯”朗诵大赛全国总决赛银奖等，主持播讲20
余年的《小说连播》超过4000集。

本次演出由民革海南省委会指导，民革海南
省委会六总支主办。

劝止酒驾公益短视频大赛结束
海口公安《对不起》获一等奖

本报讯 （记者邓海宁）由公安部交通管理
局、人民公安报社指导，中国警察网主办的“劝
止酒驾”公益短视频大赛颁奖仪式近日在北京
举行，海口市公安局斩获1个一等奖和1个二
等奖。

据了解，“劝止酒驾”公益短视频大赛于今年
8月30日启动，大赛征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
市、自治区的2.3万件作品，经过严格的审核和评
审，最终48件作品脱颖而出。海口市公安局2
个账号分别斩获一、二等奖，荣获一等奖的是“海
口公安”（海口市公安局官方微博账号），由民警
陈烽创作的短视频《对不起》，荣获二等奖的是

“做警官天_Lord贺”（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民
警贺文昌微博账号），作品是改编歌曲劝止酒驾
版本《野狼disco》。

《只有芸知道》海口超前点映
本报海口12月 8日讯 （记者郭萃）12月 8

日下午，由冯小刚执导的贺岁电影《只有芸知
道》在中视国际影城 IMAX（国秀城店）开启全
国超前点映海口场。影片由真实故事改编，聚
焦普通人的爱情与生活，用温柔笔触再现人间
至纯至美的真情。据悉，该影片将于12月20日
全国公映。

据了解，该片由黄轩、杨采钰、徐帆、Lydia
Peckham主演，改编自冯小刚挚友的真实爱情经
历，讲述了漂泊半生的男人隋东风，中年猝失妻子
罗芸，随后他决定替亡妻完成遗愿的动人故事。

本报三亚12月8日电（记者梁
君穷）12月7日下午，2019海南亲水
运动季在三亚市亚龙湾中心广场沙滩
落幕。海口、三亚、文昌、琼海、陵水等
18个市县获优秀组织奖，以表彰各个
市县在今年亲水运动季系列活动在组
织工作中做出的贡献。现场8000余名
市民游客参与亲水运动季闭幕式狂欢。

今年的海南亲水运动季自6月
30日启动以来，在半年时间内，开展
了“亲水狂欢”“欢动沙滩”“雨林探险”

“嬉水民俗”“浪迹南海”和“越山向海”
六大主题月活动，打造了38项重点活

动和百余项互动活动。“月月设主题、
周周有活动”得到了市民和业内专家
的认可。

2019海南亲水运动季首次实现
了全岛覆盖，将水上运动拓展到18个
市县，并且创新了办赛模式，加入了海
南少数民族体育运动项目。

其中BMW（宝马）越山向海人车
接力中国赛海南年终巅峰赛作为
2019海南亲水运动季的收官赛事，丰
富了2019-2020年国际旅游消费年
的活动内容，给海南传统景区和旅游
目的地注入新的活力。

海南和平精英电竞赛收官
前4强晋级全国总决赛

本报那大12月8日电（记者周月光 特约记
者李珂）8日，由80支电竞爱好者组队参赛的海
南和平精英电竞大赛收官。经过两天对决，SGC
酒世家等4支队分享2.6万元奖金，并将代表海南
参加全国总决赛。

参赛选手以四人为一组，团队协作，在和平
精英的战场上搜集物资，和队友一起奋力击敌，
争夺最终的吃鸡名额。参赛选手方寸之间玩转
电竞，小小手机上演着极具真实感的军事竞赛
体验。

儋州市旅文局有关负责人说，主办本次电竞
赛事，意在推动电竞行业规范健康发展，为传统旅
游文化产业注入新元素。

海南少年浪尖起舞

海南省青少年冲浪锦标赛近日在万宁市日月湾举行，省内8个市县代表队和2个俱乐部代表队共60名运动员
参加。比赛决出了12枚金牌。图为选手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 中国国
家男子足球选拔队7日晚公布出征
2019东亚杯23人名单。邹德海替换
受伤的王大雷，韦世豪、曹赟定等人
也一同入选。

东亚杯将于12月 10日拉开战
幕，国家男足选拔队将于首个比赛日
迎战日本男足。以下为详细名单：

门将：刘殿座、董春雨、邹德海
后卫：王燊超、于大宝、梅方、姜

至鹏、李昂、吉翔、杨帆、王上源、明天
中场：蔡慧康、张稀哲、李行、曹

赟定、金敬道、木热合买提江·莫扎帕
前锋：王子铭、韦世豪、董学升、

冯劲、谭龙

东亚杯10日拉开战幕

国家男足选拔队公布23人名单

广美海南校友画展海大开展

2019海南亲水运动季落幕
逐步成为我省“体育+旅游”的靓丽名片

本报海口12月8日讯 (记者王
黎刚)2019-2020 海口市秀英区校
园足球联赛7日在海口市西秀中心
小学开赛。

本次比赛设小学U10五人制组、
小学U12组和初中八人制组。小学
U10五人制组全场比赛50分钟，小学
U12组和初中组全场比赛70分钟。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举办本
次比赛旨在为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部

等6部门关于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
球实施意见》，推动海口市校园足球持
续健康发展，根据《海口市发展青少年
校园足球实施方案》的部署要求，大力
推广校园足球运动，将校园足球作为
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突破口，并吸引
青少年学生积极参与足球运动。

本次比赛由海口市教育局主办，
海南明星天龙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
承办。

海口市秀英区校园足球联赛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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