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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尊敬的南海·幸福汇一期业主：
南海·幸福汇一期1幢、2幢、3幢、5幢、6幢、7幢、8幢、9幢、

10幢、11幢、12幢、13幢、15幢、16幢、17幢、18幢、19幢、20幢、

21幢楼已通过验收，定于2020年01月10日正式交房，请各位业

主按《南海·幸福汇一期业主收楼入伙通知书》要求携带相关材料

及时前来办理交房手续。

交房地点：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889号南海·幸福汇售楼中心

合甲地产客服热线：0898-66108999、0898-31911358、
0898-65338315

特此公告！

海口美之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1月8日

南海·幸福汇一期交房公告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铜鼓岭山顶生态景区-游客服务中心

修建性详细规划批前公示
铜鼓岭山顶生态景区-游客服务中心(以下简称“该项目”)位于

文昌市龙楼镇铜鼓北路东侧地段，建设单位为海南华隆铜鼓岭旅游
控股有限公司。该项目修规方案经市第37次规委会审议通过，拟用
地面积35228.85平方米（折合52.84亩）,规划指标为总建筑面积
10519.72平方米,计容总建筑面积9432.58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1087.14平方米，容积率0.27，建筑密度6.78%，绿地率30%，建筑高
度2层，停车位363辆。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
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规定，现按程序对该项目
的修建性详细规划等内容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5天（2020年01月08日至01月21日）；
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文昌市政府网站、建设项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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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城镇清澜开发区白金路2号文
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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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静。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01月08日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0年1月10日

00:00－06:00对临高县网络系统进行优化。届时，临高县地

区宽带上网、IPTV业务、WIFI业务、互联网专线业务、MPLS

VPN专线业务、语音业务、ITMS业务使用将受中断2个小时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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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〇年一月八日

公 告
尊敬的电信电视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0年1月10日

00:00—06：00对中兴ITV平台设备进行升级优化。优化

期间，对部分客户观看电信电视有短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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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8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01HN0003 项目编号：QY202001HN0004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以下车辆：

以上车辆琼AA6086及琼AB9260的已行驶里程分别为
21.5万公里及26万公里，其它车辆均无法显示。公告期为：
2020年1月8日至2020年1月20日。对竞买人的基本要求及
条件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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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z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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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8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车牌号
琼AA6086
琼ACL772
琼ACL725
琼A755X6
琼AB9260
琼ACL702
琼AKU162

厂牌型号
奥德赛牌HG6480
日产牌ZN6441V1A4
日产牌ZN6441V1A4
丰田牌TV7160GM
蒙迪欧牌CAF7200B
尼桑牌ZN6453W1G3
长城牌CC1021PS06

登记日期
2005.06
2011.04
2011.04
2008.08
2006.02
2011.04
2013.02

挂牌价（元）
12000
16200
16200
10200
3000
18000
11700

保证金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根据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做好按月报送省级医院拖欠民营企业账款工作的通知》（琼卫体改函[2019]41号）、《关于做好公立医

院拖欠民营企业账款统计工作的通知》（琼卫体改函[2019]45号）的要求，我中心需对原有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凡与我中心有未完结债

权债务的单位和个人，请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80天内，提交有关凭证到我中心进行债权申报及办理债权登记事宜，同时须说明债权债

务的有关事项。现就申报债权、债务的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债权债务申报登记凭据：

①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如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复印件。

②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③有效债权、债务凭证（原件及复印件）。

2、与我中心有未完结债权债务的单位明细：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单位名称
珠海妇幼儿童保健
海南山城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海南医药公司
海南林恒制药厂
海南复康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省药材公司综合贸易部
海南康汇达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海南大岛广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杨大药品销售有限公司
新乡市华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富宝药械有限公司

序号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单位名称
海南爱尔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广东省湛江医药采购批发站
海南海富医药有限公司
海口恩威医药贸易公司
海南益宏源贸易有限公司（原海南宏润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海南昊南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卫民医药设备有限公司
海南三雄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金得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海口海甲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序号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单位名称
南方工业进出口公司
东威医药有限公司
康大药业有限公司
省计划生育药站
白云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省医药总公司新特
海南天成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海天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民邦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新医药经营公司
海南医科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关于债权债务清理的公告

3、债权债务清理联系人：牟明珠
联系电话：0898-36689078
特此公告！

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
2019年11月7日

办理不动产权证公告
尊敬的北部湾公馆各位业主：

首先，感谢各位业主长期以来对北部湾公馆小区以及我公司工
作的支持！请各位业主在本公告登报之日起30日内带齐相关资料
到北部湾公馆营销中心提供给我司，以便我司申请办理不动产权证
的相关手续。如相关业主不按时提供相关资料，我司不再协助办理
不动产相关手续，由业主自行办理，且由此造成逾期办证的责任由业
主自行承担。

附办理不动产权证登记手续需提供下列资料：（1）海口市商品
房买卖合同、购房发票；（2）购房者身份证（复印件核对原件）；（3）专
项维修资金专用收据；（4）契税完税票或者减凭证；（5）银行的提前
还贷证明。咨询电话：0898-66668669

特此公告！
海南宇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1月8日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文土告字〔2020〕1号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位于文昌市文城镇迈黑线北侧石马沟地段，地块编号为文国土储（2018）-44-
1号，面积37986.07平方米（折合56.979亩）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挂牌方式出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法律另
有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本次
竞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不接
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出价高者且不低于
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手册。
申请人可于2020年1月13日至2020年2月4日到文昌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三楼自然资源权益和开发利用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及海口市龙华区大同路34号供电宿舍
C栋701房获取挂牌出让手册和提交书面申请。

五、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2月4日17时
00分（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
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0年2月4日17时30分前确认
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20年1月28日9
时30分至2020年2月6日10时0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2020年2月6日10时00分在
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召开挂
牌现场会）。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本次出让宗地属仓储项目用地。竞得该宗土地后，竞得人

须严格按照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要求，以及有关部门的行业规
定，在1年内动工建设项目，两年内完成项目的投资建设。不按批准
的项目规划设计要求进行开发建设，以及不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报经市政府批准后，按该合同约定，退还除该合
同约定的定金以外的全部或部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不
计利息），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受让人造成土地闲置，闲置满1
年不满2年的，依法缴纳土地闲置费；土地闲置满2年且未开工建设
的，出让人有权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二）本次出让宗地按净地条件出让，即土地权利清晰，收回土地
和地上附着物已补偿安置到位，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
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条件。竞买
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竞买人申请参加竞买的，视为对出让地块
净地条件无异议。

（三）按照《关于印发<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标准（试行）>的
通知》（琼国土资规〔2018〕7号）和《关于实施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
入协议的指导意见》（琼国土资规〔2018〕8号）有关规定，本次出让宗
地仓储项目用地控制指标，投资强度为不低于120万元/亩，不设定
年度产值指标和年度税收指标，开发建设的项目产值和税收征缴按
照现行有关法规政策规定执行，达产年限5年。以上控制指标按规
定列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
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一并与文昌市农业农村
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

（四）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规定完善该宗地施工报建、地质、
压覆矿、消防、环保等审批手续，方可动工建设。

（五）该宗地若需要实施装配式建筑，应按照装配式建筑有关规
定执行。

（六）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清澜开发区白金路2号、海南省政府会

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海口市龙华区大同路34号供电
宿舍C栋701房

联 系 人：周先生 杨先生 吴先生
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65303602 66793886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http:www.landchina.com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月8日

地块编号
文国土储

（2018）-44-1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文城镇迈黑
线北侧石马沟地段

面 积
37986.07 平 方 米
（折合56.979亩）

出让年限

5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0.8；建筑密度≤50%
绿化率≥20%；建筑限高≤24米

土地用途

仓储用地

挂牌出让起始价（万元）
2336.139（折合每平方米

615元）

竞买保证金（万元）

2336.139

毕焜的奥运入场券是如何“抢”来的？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海南选手毕焜正随国家帆板队在
海口西海岸训练，备战2020年东京奥
运会。

对于国外的帆船帆板选手来说，
获奥运会入场券的过程不复杂，只要
能在奥运资格赛中排名靠前就行
了。在国内，可没这么简单。“我们的
奥运资格门槛很高，除了在国际比赛
中脱颖而出外，还要经过心理素质、
身体情况、国内比赛成绩等一系列综
合考评。毕焜能过五关斩六将，最终
获得东京奥运入场券，靠的是过硬的
综合实力。”海南帆船帆板队总教练
邱勇说。

靠过硬的综合实力“突围”

东京奥运会中国帆船帆板赛入场
券之争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先为国
家争得参赛资格，其次是运动员之间
的争夺。

“整个比赛耗时两年，考验了运动
员的技战术水平。”海南帆板队教练李
锋说。李锋是毕焜的主管教练，他说，
2918年8月中国队已获得了一张东

京奥运会男子帆板RS：X级入场券，
但谁代表中国队参赛那时还是个“未
知数”。包括毕焜在内的国内4名选
手都对这张入场券虎视眈眈。“这4名
选手实力较为接近，入场券之争非常
激烈。这一年的比赛比的既是选手的
爆发力，也是耐力，看谁临场发挥好，
竞技状态持续时间长。”李锋说。

中国帆船协会最终规定，4名选
手2019年要通过世锦赛西班牙站、法
国站和日本站的选拔。这3站成绩分
别占25%、15%和45%，其余15%由
中国帆船协会综合评分。毕焜不负众
望，三站比赛成绩在中国参赛选手中
均列第一。最终，毕焜实现了参加奥
运会的梦想。

靠强有力后勤保障“撑腰”

毕焜获得的这张奥运入场券门
票，离不开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院
方的努力。

海南体职院为毕焜提供了强有
力的科研后勤保障。邱勇透露，海南
体职院派出了一名专职、经验丰富的
体能教练员，“贴身”跟着毕焜征战国
内外的预选赛，“这名体能教练员是
海南体职院专门从北京聘请的，水平
很高。”邱勇说。此外，海南体职院成
立了科研小组，每3天对毕焜进行一

次体测，一旦毕焜身体指标出现异
常，则迅速调整训练强度。由于比赛
时间跨度长达两年，运动员的心理难
免起波动。为此，海南体职院在这两
年征战国内外的比赛中，派专人给他
上心理课。海南体职院给毕焜提供
了近10块帆板和帆。邱勇说，毕焜
使用的器材丝毫不比国外高水平选
手的差。

靠强大自制力取胜

毕焜的自制力和训练的自觉性也
是他获胜的关键。

毕焜身高1.90米，体重80公斤左
右。帆船帆板项目需要选手体重轻一
些、力量足一些，这就要求选手在控制
体重的同时要加大力量训练。毕焜为
了保持体重，曾经近一周时间一粒米饭
都没吃。“他那几天感觉很饿，但全凭精
神力支撑。”李锋说。在李锋眼中，这多
年来毕焜每一堂训练课练得都特别认
真，每天6点多起来，到健身房练力量，
然后下海练技术，风雨无阻。

毕焜身材高大、力量足、体重控制
得较好，因此他的技术全面，大风天和
小风天都能发挥出水平。在2019年8
月举行的日本站的比赛后，组委会公
布技术统计数据，毕焜的滑行风技术
进入了前3名。（本报海口1月7日讯）

一版纵深

琼甘两地书法展临高开展
本报临城1月7日电（记者张惠宁 特约记

者刘彬宇）6日，海南省临高县和甘肃省通渭县共
同举办书法作品联展活动启动仪式，在临高举行。

“海南临高和甘肃通渭两县，一南一北，相距
甚远，民俗各异，两地本无交集。因为临高和通渭
两县人民都爱好书法的缘故而走到一起，因此双
方决定共同举办书法作品联展，弘扬书法文化。”
中国书协会员、定西市书协副主席，通渭县书协主
席刘宏业说。本次书法联展1月20日闭展。本次
联展一共展出两地书法家作品166幅。作品包括篆
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各类书法作品。

海南国际象棋队
将征战今年国象乙级联赛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海南省象棋协会正着
手组建海南国际象棋队，征战2020年全国国际象
棋乙级联赛。这是海南日报记者从近日举行的海
南童星国际象棋学校世贸旗舰店开业暨21周年
庆典上获悉的。

2019年，海南省国际象棋队参加了全国国际
象棋乙级联赛，最终排名中游。海南国际象棋最
近几年发展较快，海南会下国际象棋的人从20年
前的几十人到如今的40余万人，这其中海南童星
棋校功不可没，近七成棋手由该校启蒙。省旅文
厅群体处相关负责人说，童星国际象棋学校已成
为海南国际象棋运动人才输送的重要来源地。

在近些年的国内比赛中，100多名童星棋校
的棋手进入过前8名。2013年，海南童星国际象
棋棋校被中国国际象棋协会评为优秀俱乐部，并
被授予“中国国际象棋后备人才培养基地”。

本报讯 1月7日，东京奥运会男
排亚洲区资格赛小组赛进行了首轮比
赛，中国男排以3：0击败哈萨克斯坦
队，取得开门红，三局的比分为：25：
19、25：14、25：18。

本次奥运会亚洲区资格赛共有八
支队伍参加，中国队与伊朗、哈萨克斯
坦、中国台北分在一组，小组前两名晋
级四强。

中国队的首发阵容为：二传詹国

俊，接应江川，主攻戴卿尧、季道帅，副
攻张哲嘉、陈龙海，自由人童嘉骅。

首局中国队以8：6领先，此后江
川强攻得手、陈龙海发球得分，对方连
续发球和扣球失误，中国队以14：10
领先。随后张哲嘉拦网得分，中国队
以24：18拿到局点。江川一攻得手，
中国队以25：19先胜一局。

第二局中国队依然控制着场上局
面，以19：9拉开比分。张哲嘉跳发得

分，对方扣球出界，23：13。戴卿尧二
号位强攻打中，中国队以25：14再胜
一局。

第三局中国队以16：8领先。此
后中国队失误有所增多，对方将比分
追至13：18。江川强攻得手，对方扣
球下网，20：13。季道帅后三打中，中
国队以23：16领先。詹国俊崴脚受伤
下场，换上毛天一，江川后攻打手出
界，中国队以25：18取胜。 （小新）

奥运资格赛中国男排胜哈萨克斯坦
主力二传詹国俊受伤下场

毕焜在比赛中。新华社发

历史话剧《立秋》海口上演
本报海口1月7日讯（记者计思佳 郭萃）1月

7日晚，由山西省话剧院排演，反映晋商文化的大
型历史话剧《立秋》在海口湾演艺中心上演。

该剧深广的历史背景、宏大的舞台场面、复杂
的社会关系、多样化的人物性格，环环相扣的剧
情，淋漓尽致地演绎出了晋商自强不息、诚信为本
的精神操守，以及历史转变关头和社会转型时期，
改革创新与因循守旧之间的矛盾冲突及其必然结
局，赢得了现场观众的广泛好评。

据介绍，从2004年4月27日首演至今，话剧
《立秋》的足迹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跨越了海
峡两岸，演出超过790场，观众逾80余万人次，平
均上座率达85%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