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轻球员上场政策

中超、中甲联赛每场比

赛至少保持 1 名U23 球

员在场上,中乙联赛至少保

持1名U21球员在场上

中超、中甲俱乐部一线
队报名球员入选国家队、

U23 国 家

队集训期间，
所属俱乐部

可享受U23
减免政策

国内球员在2019年11月20日之后
签订的合同为新合同

U21球员税前年薪不超过30万元人民币

如达到出场标准则不受此限制
具体方案将由职业联赛联合工作组研究发布

2020%%入选国家队球员上浮

外籍球员在2020年1月1日之后
签订合同为新合同

新签工资不得超过税后300万欧元

税前顶薪不超过

1000万元人民币

球员薪酬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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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19年海南最美农民工名单（20名）

蓝彩伦 海南南山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行政总厨

黎元江 三亚荔枝沟京功汽修厂厂长

黎天媛（女）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综合办公室主任

冼少玉（女）海口市京兰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保洁员

李应禄 儋州牧春绿色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副厂长

李兴林 琼海昌隆饭店点心部厨师长

王儒标 海口港恒安装卸有限公司正面吊司机

王 苹（女）海南新燕泰大酒店中餐厅主管

范淑妮（女）文昌市公坡镇水北村委会妇女主任、海南

传味文昌鸡产业股份公司职工

邹正军 大新华飞机维修有限公司机务主管

王 胜 五指山市毛阳镇毛栈村支书、五指山毛栈高

山生态菜蓝子有限公司理事长

姚德阳 中建八局海南分公司海口海蓝福源东二西项

目工人

秦碧兰（女）海口爱之泉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护理工

符小春（女）海口市教育幼儿园食品检测员

黄丽辉 澄迈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老师

陈 君 陈富养殖专业合作社社长

闫书宝 中建三局海南分公司施工员

邢小平（女）海口龙泉人之星白龙酒店有限公司店长

曾 扬 临高县任隆道村委会环卫驾驶员

黎宗兴 三亚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驾驶员

2019年海南最美农民工提名奖名单（10名）

符志飞 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安委办安全主管

朱国强 三亚明佳园林环卫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管理部经理

袁莎莎（女）三亚夏日百货出纳

林禄卿 海南交控公路工程养护有限公司定安管理站

养护工

王柏永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选矿二厂高级主管

符永利 琼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协管员

尹佩佩（女）海免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有限公司柜组长

王 飞 海南品香园食品有限公司车间技术工人

符昌京 海南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电池一车间工艺主管

张不坚 临高县调楼镇黄龙上村种养殖合作社社长

公示期限为：2019年12月26日至28日，共3个工作

日。如对上述公示名单有异议，请及时反馈海南省总

工会基层工作部。

联系电话：(0898)66553689。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滨江路72号劳模大厦603室。

为进一步弘扬农民工敬业爱岗、甘于奉献的优秀品质，展示新时代农民工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营造尊重、关心、关爱农民工的社会氛围，海南省总工会、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文明办、海南广播电视总

台、海南日报社联合开展2019年海南最美农民工评选活动，现将评选结果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2019年海南最美农民工名单公示关于国有产权（资产）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12HN0221

受委托，按现状对以下房产进行分别招租：

1、本项目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交易，意向承租方取得
竞租资格后即可进行自由报价，每个标的限时报价开始时间详
见交易所网站公告。

2、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年租金，以后每年租金递增6%，上
表标的租赁期限为2年。

3、公告期：2019年12月26日至2020年1月9日。详情请
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cn）、E 交易网（www.
ejy365.com）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zw.hainan.gov.cn/gg-
zy）查询。联系方式：海南产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
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电话：66558026郭先生、66558023
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
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12月26日

序号

1

2

3

4

5

项目名称

海口市海港北路批发市场
38仓-1房产
海口市秀英港二区秀英汽
配中心2-8号铺面
海口市滨海大道海港大厦
四楼407房
海口市秀英时代广场A栋
D3-3房
海口市龙昆北路30号宏源
证券大厦13层房产（部分）

面积（m2）

141.29

87.24

80

181.34

510.5

挂牌价/
第一年租金（元）

29004

29796

38400

62676

148862

保证金（元）

10000

10000

12000

20000

40000

海南省琼海市东平医院公开征选运营方招商公告
项目编号：XZ201908HN0124-1

受委托，现公开征选海南省琼海市东平医院运营方对该医
院进行统一运营管理。

一、标的简介：
琼海市东平医院始创于1953年，位于琼海市会山镇东平居

委会，辖区内人口1.2万，该院占地总面积68.68亩，建筑总面积
12136m2，其中医疗用房7063 m2。该医院是一所综合医院，床
位66张（实际开张病床30张），医院分为院部、门诊部、住院部三
大部分，设有内科等10余科室。拥有X光机等一系列医疗设
备。2016年海南农垦将该医院移交地方属地管理，目前在职职
工41人（其中院本部30人。防疫组3人，连队防疫员8人），托管
运营后须保留现在职职工工作职责原则不变、待遇不变。

二、项目招商内容：
为加快琼海市医养结合服务事业的发展，完善琼海市东平

医院的医疗和养老配套设施，扩展医疗服务功能，增加养老服务
功能，提高琼海市医养结合服务质量，现公开征选具有医养结合
服务等方面经验的专业机构对琼海市东平医院进行投资及统一
运营管理。投资金额不低于300万元。

委托营运期及管理发展资金：委托运营期限为15年，托管运
营后，琼海市政府将陆续投入资金用于东平医院基础设施及医
疗设备建设。免收运营方3年管理发展资金，从第4年开始运营
方按照重新核定的国有固定投资1%缴纳管理发展资金。运营
管理期间不得私自转包。

三、确定合作方办法：通过综合评审方式确定运营方。
四、公告期：2019年12月26日至2020年1月22日。详情

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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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03施女士、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12月26日

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海口邦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拟处置

陈小龙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本金230754.14元、利息10,
193.58元、罚息809.65元以及相关担保权益，债权所在地为海南
省海口市）。

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
备财务状况良好等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债务人、国家公务员、
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小贷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转让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
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
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
为自发布之日起5日内。

联系人：吴经理 联系电话：13389855959
通讯地址：海口市玉沙路28号宝发国际大厦二层
邮编：570125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56763800（东方邦信融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2019年12月22日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966123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5元 昨天开印时间2时20分 印完：4时55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25日，
2020赛季中国足球协会职业联赛政策说
明会在北京举行。会上，中国足协提出职
业联赛将“向亚洲近邻日韩看齐”，在
2021赛季前完成俱乐部名称中性化，并
对相关注册、转会、监管政策进行说明。

中国足协表示，将进一步贯彻落实《中
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促进职业联赛

健康可持续发展；在管理能力、竞技水平等
方面向日韩看齐；主导成立职业联赛政策联
合工作组；继续严格执行“四大帽”政策，严
格执行财务公平法案和俱乐部投资帽等限
制，限制国内球员、外援薪资。

中国足协介绍，职业联赛政策联合工
作组由俱乐部职业经理人、律师、审计机构
等专业人士组成，建立有关球员薪酬管理

规范制度和处罚措施。
根据中超联赛财务约定指标，2020年

中超联赛俱乐部支出限额为11亿人民币，
薪资限额为总投资60%。2021年，支出限
额和薪资限额将降至9亿元人民币和55%。

此外，中国足协鼓励俱乐部优化股权
结构，要求在2021赛季开始前完成俱乐
部名称中性化。若未能通过中国足协认

证，俱乐部将不被授予准入资格。
会议同时对职业联赛竞赛规程调整

做出说明。职业联赛将增加外援数量，增
强联赛观赏性和竞争力。中超联赛每家
俱乐部外籍球员最多上场4名，报名5名，
最多注册6名，全年累计7名。中甲联赛
每家俱乐部外籍球员最多上场2名，报名
3名，最终注册4名，全年累计4名。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政策出现调整

外援年薪不得超税后300万欧元
转会限额方面

转会到国际足联其他会员协会注册俱
乐部并效力一年以上的球员

本俱乐部U21转出球员

以及本俱乐部拥有过首签权的球员

不受5个转会名额限制

职业联赛将放开U21球员

转会的人数限制

在保留 55 无年龄段限制球员
转会名额外

个个

U23联赛

新赛季中国足
协将在保留中超联
赛预备队联赛的基
础上，取消中甲联赛
预备队联赛

成立赛会制的
中超、中甲、中乙的

U23联赛

制
图/

王
凤
龙

本报海口12月25日讯 （记
者刘操）叠翠琼州——海南山水画
写生创作展12月25日在海南省
书画院开幕。此次创作展共展出
作品78幅，展至12月30日。

据介绍，本次创作活动邀请了
旅琼美术名家、海南本土资深画家
等30名创作者参加。美术家们深

入到海口、万宁、昌江、五指山等地
采风、写生。

省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旅琼
美术名家、海南本土资深画家们创
作的画作，从学术角度展现了一股
清新的海南画风，为我省人民奉献
了一场“美与自然”的迎新年视觉
艺术大餐。

海南山水画写生创作展开幕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9年
海南省冬季健身交流展示活动近日
在海口落幕，点燃冬日全民健身热
情。活动期间，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达标测评备受青睐，共有1130人报
名参与，240人获得优秀等次，183
人获得良好等次，262人及格，除去
测试无效人数，测评合格率达8成。

本届冬季健身交流展示活动

主办方为市民精心策划打造9项活
动，其中包含健身体育项目展演、
健身体育项目现场交流互动、冬季
群众健身徒步活动、国家体育锻炼
标准达标测评活动、2019全民健
身摄影大赛作品展、科学健身知识
普及与推广、健身运动处方专业指
导、国民体质监测服务活动和体育
彩票现场即开活动等。

我省冬季健身交流展示活动落幕

千余人参加体测 八成合格

本报讯（记者余小艳 特约记
者黄良策）12月23日晚，文昌市航天
现代城中心广场星光闪耀，蒙古族青
年女歌手乌兰图雅在这里举办2019

“花开四季”全球巡回演唱会。近两
个小时的演唱，她先后为观众带来数
十首耳熟能详的草原风情歌曲。
“海南冬季特别温暖，可以穿漂

亮的裙子，我也很喜爱吃文昌鸡。”

乌兰图雅直言对海南的喜爱之
情。此前，乌兰图雅还专程前往文
昌航天科普中心参观。“特别骄傲，
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乌兰图雅
说，站在高大的火箭发射塔前内心
受到不小触动，借此机会给航空航
天工作者表达敬意，同时也把北方
音乐、风光风情传递到海南来，来
一次南北文化的交流碰撞。

草原歌手乌兰图雅文昌亮嗓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2019年海南国际旅游岛自行车联赛（简
称海南自行车联赛）经过5站角逐，近日在定
安南丽湖结束。5站比赛共吸引了4000多
名省内外自行车业余高手参加。该项赛事至
今已举办七届，成为海南持续时间最长、赛
事组织最专业、参与车友规模最大、赛事
影响力最大的业余自行车品牌赛事。

省旅文厅相关负责人说：“今年海南自
行车联赛在组织策划方面，注重挖掘和结
合赛事举办地的产品、产业特色，吸引全国
各地游客的关注和参与，通过带动消费、品
牌传播等方式，从乡村基层着手助力国家
各项政策的推进。”

比赛分为澄迈站、五指山站、琼中站、
昌江站和定安站。设男女公开组、男子40
岁以上组、男女少年组5个组别。海南自

行车联赛揭幕战连续两年落地澄迈，不仅
激发了澄迈县体育旅游产业发展活力，更
成为当地展示美丽乡村风情、推动乡村振
兴建设的新名片。自2006年以来，澄迈县
连续13年参与并两次主办环岛赛，每年开
展各项骑行活动多达百余项，自行车运动
已成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色名片。

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南自行车
联赛秉承环岛赛“绿色、激情、挑战、分享”

等理念，践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促进体
育、旅游、文化等产业融合发展，助力海南
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为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增添亮点。

主办方在每站比赛都费尽心思，通过
比赛展示当地最美的一面。例如，琼中站
的比赛将起终点分别设置在白沙起义纪念
园和什寒村，以此展现琼中红色旅游经典
景区和美丽乡村建设成果。五指山站的比
赛在五指山绿道上进行，2016年建成的五
指山单车运动绿道，综合难度高，骑行乐趣
多。定安站比赛设在风景如画的南丽湖湖
畔公路赛道上举行。

（本报海口12月25日讯）

展示举办地最美一面 吸引国内游客关注

海南自行车联赛办出“新味道”

本报那大12月25日电 （特
约记者吴文生）12月 25日上午，
儋州引进高层次文艺人才签约仪
式在儋州市人大会议室举行，男高
音歌唱家陈咏峰落户儋州。

陈咏峰是原火箭军政治工作
部文工团声乐演员，中国民族男高

音声乐艺术研究会会长。陈咏峰
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声歌系。
2007年，陈咏峰参加第六届中国
音乐金钟奖声乐大赛，获民族唱法
金奖。2012年，他获得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听众最喜爱歌手》最受
媒体欢迎最佳男歌手奖。

儋州引进高层次艺术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