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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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报回收及其它业务。

区域 13976322100
文昌 13307616119 琼海 18976113800
万宁 13976065704 定安 13907501800
屯昌、琼中 13907518031

东部 南部区域 18976292037
三亚 18976292037
乐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5595978777
陵水 13976578108

西部 区域 13876071190
儋州 18876859611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澄迈 13005018185
临高 18608965613

广告热线电话：66810111 三亚：13976599920
国贸站 68553522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白龙站 65379383
琼山站 65881361

新华站 66110882
白坡站 65395503

秀英站 68621176
海甸站 66267972

华宝防水材料专卖
本公司平价提供JS防水涂料、丙
纶卷材K11水不漏，有机硅
电话：18976446662、66775662。

洋浦大桥旁一线海景地转让
商住用地可做酒店另转让凌水香
水湾一线海景 150 亩酒店用地
18976768388

高端住宅用地优惠出售
五指山市新区热带雨林资源型四
季宜居高端住宅项目用地200亩，
电话15810098858。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首家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历经 20 年诚信创业，已
在海口三亚北京上海深圳等地设
有 20 家分公司，现为开发商办理
土地、房产项目大额贷款。并办理
个人房产汽车证券黄金等小额贷
款。海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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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88558868 13518885998

银达贷款
省金融办批准的正规贷款公司

专业办理贷款 利息低 可当日放款
国贸玉沙路66775888 13907566137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
各类大小项目融资贷款 三百万起
贷 地域不限 企业 个人均可、手
续简单、放款快。代打全国各类
保证金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成都锦江区新光华街7号

认婴公告
女婴，姓名不祥，于
2014 年 4月 1日在
屯昌汽车站候车大
厅捡拾，请以上女弃
婴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于公告之日起60

日持有效证件前来认领，逾期视为
弃婴。联系17789877769朱女士。

遗失声明
保亭保城顺达野菜馆遗失发票专
用章一枚，海南省地方税务局通用
机打有奖发票，共 100 份，代码
246001370414,号码 02221301-
02221352 己开，金额56633元，
未开号码 02221353-02221400，
声明作废。
▲海口雷耳康听力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本不慎损毁，注册号
为:460100000005039，声明作废。
▲海口惠康听觉言语技术产品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合同章，声明作废。
▲李雨桐不慎遗失保险代理人
从 业 资 格 证 ， 证 号 为 ：
19960146010000000283， 声 明
作废。
▲陈泽鑫遗失士兵证，证号为琼边
字第30330167号，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海口荣德民心森林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拟向海口市工商局申请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见报45天内办理相
关事宜。

减资公告
海口金汇坤商贸有限公司注册号：
注册资本由7000千万减至100万
元，减资后公司原债权债务不变。
白沙黎族自治县住房保障与房产
管理局

关于注销房屋所有权证的公告
权利人符亚晓不慎遗失座落于白
沙县牙叉中路县政府大院内住宅
楼第一层104号房的房屋所有权
证，证号：白房权证 2001 字第
3057 号，已登报挂失，现公告注
销，该房屋所有权证不再具有法律
效力。凡对此有异议者，请自公告

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向我局提
出书面申诉，逾期视为无异议，我
局将依法给该权利人办理相关手
续。特此公告

公 告
当事人海口华海典当有限责任公
司于二○一四年十月十六日向我
处申请出具其司与韩军、甘萍于
二○一三年九月三十日签订的
《房产抵押借款合同》的强制执行
证书，公证书号为（2013）琼州
证字第5867号。当事人称债务人
未能按期履行债务，至二○一四
年九月三十日止尚欠人民币本金
叁拾万元整，利息以及综合服务

▲海南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东方
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一本，核
准号：J6410002118704，现声明
作废。
▲海南新世纪建设项目咨询管理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发 票 ，代 码
4600142620号码00283576声明
作废。
▲ 何 秀 清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2719870202232x。于 2012
年 09月 30日在海南现代妇婴医
院出生一名男婴，原《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M460017942,不慎遗失
声明作废。
▲韦毅超不慎遗失身份证，证号:
610122197901122013，特此声明。
▲海南联合电器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 租 赁 发 票 ，发 票 代 码 ：
246001360413，发 票 号 码 ：
05173448、05173449，声明作废。
▲陈棉蕊不慎遗失教师资格证书，
证号：20104600132002116，特此
声明。
▲陈棉蕊不慎遗失教师资格证书，
证号：20124601512000067，特此
声明。
▲洋浦泓洋联运有限公司遗失道
路 运 输 许 可 证 ，号 码 ：
46000000893声明作废。

衍宏担保
费用低 放款快

万国大都会66688001 13976807830
省金融办批准的专业贷款公司

衍宏小额贷款
60826000 15595632361

海口市万国大都会B座13楼

地产项目寻求合作
本项目位于海南西线海岸龙沐湾，
占地近400亩，一线海景，海岸线
狭长，手续齐全。即可开发建设。
电话：13136025175 王先生

农庄猪场转让
离三亚160公里、内有手续齐全的
规模化猪场、别墅一套、有多种名
贵树种等，占地 120 亩、租期 37
年。是您置业投资最好的选择！
有意电13911122156

费人民币陆万柒仟贰佰元整。债
务人及利害关系人如有异议，请
于见报之日起七日内与我处联
系。联系电话：68593601

海南省海口市琼州公证处

备受瞩目的第三届观澜湖世界明星
赛本月24日将上演“星球大战”，来自国
内外影坛、体坛以及乐坛的明星大腕，将
与高尔夫职业球星们携手献上一场星光
璀璨的比赛。本届赛事采用明星职业业
余配对赛、明星和职业球手队际赛以及
职业球手个人赛三合一的赛制，作为关
注的焦点，哪位巨星将在这场跨界盛会
中夺得明星组冠军，再次成为热议话题。

今年明星组的球手中，来自国内外
影视界的巨星们无疑是最受关注的明
星。好莱坞老戏骨、影坛“常青树”摩
根·弗里曼对高尔夫的热爱众所周知，这
位七十多岁还出产颇丰的影帝，十几岁
就做过球僮，更是因为老虎伍兹而爱上
高尔夫；当红女星杰西卡·阿尔芭高球实
力出众，一杆可开出200码以上，被誉为
好莱坞女星中的翘楚；前两届明星赛冠
军曾志伟和王志文今年均再次参赛，曾
志伟的高球水平在香港艺人当中排在前

列，而王志文的球技早为人熟知，作为上
届明星赛的明星个人冠军，成为今年夺
冠热门；影帝级巨星陈道明的高球实力
也不容小觑，其赛事经验丰富，心理素质
稳定，被媒体称为具有“业余选手中的职
业水平”，也是本届冠军的有力竞争者；
另外，今年参赛的影视巨星中，还有“美
国队长”克里斯·埃文斯、妮可·基德曼
等，他们都是高球运动的爱好者，在本届
赛事上的表现也令人期待。

若论星光，本届明星赛来自体育界
的明星们同样光芒四射。篮球巨星姚
明参加了上届明星赛，并由此结缘高尔
夫。姚明特制了适合自己身高的球杆，
相信在今年的比赛中球技会更加出色；
来自俄罗斯的“冰上王子”普鲁申科，毫
不掩饰自己对高尔夫的热爱，曾表示自
己将在退役后全身心投入到高尔夫运
动中去，其坚持练习和参加高球比赛，
预计会在本届明星赛上带给大家惊喜

的表现；此外，“体操王子”李宁、体操奥
运冠军邢傲伟、荷兰足球名将克拉伦
斯·西多夫等也将在高球场上来一次跨
界竞争。

来自音乐界的众位明星球手们同样
具备实力。萨克斯王子肯尼·基早在
2006年即被选为音乐界高尔夫水平排
名第一的选手；连续三届参赛的著名歌
手孙楠，在高球场上也有如同其嗓音般
的爆发力，在本届比赛中能否卫冕，值得
关注；天王巨星周杰伦此次担任明星赛
推广大使，在召开发布会时获赠主办方
特别制作的双截棍高尔夫球杆，会有怎
样的表现也让粉丝、观众们特别期待。

当然，高球场上除了比拼球技外，
选手的临场发挥、心态以及运气成分
等都会对比赛的结果造成影响。究竟
今年的冠军奖杯花落谁家，请大家拭
目以待。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观澜湖世界明星赛星光璀璨

影坛体坛乐坛大腕谁能问鼎

本报三亚10月19日电（记者符王润 通讯
员崔仙）今天，由三亚市文体局和香港游艇会共同
主办的香港-三亚国际帆船拉力赛落下帷幕，并
在三亚半山半岛帆船港举行颁奖典礼。Beau
Geste队夺得此次比赛的胜利，并刷新了记录。

香港-三亚国际帆船拉力赛是香港游艇会与中
国帆船帆板协会于一九九七年为迎接香港回归首
次举办，并成为每两年举办一次的一级离岸赛事。
此届香港-三亚国际帆船拉力赛共9支参赛队伍，
船队于10月16日13时20分从香港维多利亚港起
航，Beau Geste队经过26小时25分的航行，于
10月17日15时35分率先到达终点站三亚半山半
岛帆船港，夺得本次比赛的胜利，并刷新了记录。

香港-三亚国际帆船拉力赛落幕

Beau Geste队夺冠

去年环岛赛上荷兰贝尔金车队九
战九胜缔造了环岛赛自创建以来的一
个奇迹，但同时也让比赛早早地丧失了
悬念。今年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答案是否定的。2014环岛赛创造了多
项历史之最——史上最难路线和史上
参赛顶级车队最多、阵容最强大、竞争
最为激烈。

看点一：三足鼎立

随着阿斯塔纳、美利达-蓝波加入
本届环岛赛的冠军争夺，贝尔金车队
还想像去年那样九战九胜恐怕没那么
容易了。

去年环岛赛上一人包揽六个赛段冠
军的贝尔金车队主将提奥·博斯，将于今
年底转会至MTN车队而缺席本届环岛
赛，这必将降低贝尔金车队在本届环岛
赛上的整体竞争力。

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阿斯塔纳中亚
军团和罗贝托·费拉里领衔的美利达-
蓝波意大利军团将对贝尔金车队的统
治地位发起挑战。早在今年初的马来
西亚环兰卡威赛场上阿斯塔纳军团就
已经与贝尔金军团进行过数场交锋，
最终以双方不分伯仲而告终。去年世

界冲刺排名第18位的罗贝托·费拉里
领先的美利达-蓝波车队也将带来一
股强劲的“冲刺风”，罗贝托·费拉里本
赛季中的战绩更是显赫，他在高手如
云的环西赛场上曾夺得过赛段第三、
第五，在环意大利赛场上他甚至位列
冲刺积分榜排名的第三位，绝对是一
名冲刺实力悍将。

看点二：王美银争当爬坡王

在去年的环岛赛上，波兰CCC几
乎是唯一敢在山地赛程中挑战贝尔金
的队伍。队中的主将塔西亚克仅用时
30分钟左右就首个登上了阿陀岭——
环岛赛标志性的高难爬坡点，实力绝
对不容小觑。出众的山地爬坡能力让
波兰CCC夺得了上届环岛赛象征爬坡
王的圆点衫。今年波兰CCC早早提交
了环岛赛请战书，意在卫冕环岛赛爬
坡王。

作为中国车坛崛起的新星，环岛赛
是王美银成长的福地。2012年王美银
在名将李富玉的带领下再度出征环岛
赛，强势拿下当年度环岛赛象征爬坡王
的圆点衫，收获了中国车手在国际大赛
上分量最重的一份成绩。

而今年的环岛赛路线设置，真正的
山地较量是第七赛段。因为第七赛段连
续三个1级爬坡是最大的挑战，在高手
如云的2014环岛赛上波兰CCC能否卫
冕爬坡王？中国爬坡王王美银又将会展
开怎样的进攻？也都只能在赛场上见分
晓了。

看点三：大中华骑兵团
血拼国外劲旅

本届环岛赛共有6支大中华车队
参加，他们分别是海南农信引动力洲际
队、中国恒翔洲际队、中国捷安特·卓比
奥斯洲际队、台北RTS·森地客洲际队、
中国香港队和青海天佑德洲际队。

捷安特·卓比奥斯洲际队的实力
亦不俗，队中的姜治慧是一名冲刺能
力极强的选手，在今年环韩国赛事上
曾获得过赛段第三的成绩；另外队中的
武楠、故颍川、刘馨阳等均各有所长，也
是国内各个省队的顶尖选手。此外海
南本土车队——海南农信引动力洲际
队，该车队的实力也不容忽视。台北
RTS·森地客洲际队在鲍里斯的带领下
也将对赛段冠军发起冲击。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10月19日讯（记者林永成）2014
年海南省男子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比赛昨日结
束，万宁长丰队和卫冕冠军佳宁娜红色战车队分
别战胜各自对手，以1胜1平积4分领跑积分榜。
其中万宁队在1：2落后的不利形势下，在比赛末
段连入两球，逆转并绝杀三亚兆丰队。

上周末的首轮比赛一片“和”风，3场比赛均
战成平局，其中卫冕冠军佳宁娜红色战车队与万
宁长丰队战成1：1。本轮万宁队主场迎战三亚
队，两队积极进取展开了一场对攻战，一共打入5
球。三亚队在上半场结束时的进球将比分追成
1：1平；下半场开场不久，又入一球将比分反超。
落后的万宁队此后展开了猛烈的反攻。第85分
钟和补时阶段的最后1分钟，王存得和唐英龙分
别取得进球，万宁队神奇逆转。

实力强劲的红色战车队本轮1：0小胜海南大
学队。海南师范大学队主场1：1战平澄迈雷霆队。

省男足超级联赛第二轮战罢

战车队长丰队领跑

路线最难 顶级车队最多 竞争最激烈

2014环岛赛三大看点点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记者从海南省高级体
育运动技术学校获悉，由该校主办的海南省青少
年足球培训班，第二阶段培训日前正式开班，30
名从第一阶段培训中被挑选出的优秀学员，将接
受进一步的提高培训。

本次海南省青少年足球培训班，是在海南省
文体厅大力支持下举办的。今年7月和8月，进
行了三个周期的免费培训，共有约200名小学生
球员在省体校足球场接受了各类足球基本技艺的
培训。经过近两个月的训练，经教练组评选，有
30名表现出色的学员被选中，进入第二阶段提高
培训。这些学员将利用周末或假期时间，定期在
省体校足球场接受更为专业和系统的训练。

省青少年足球培训班
第二阶段培训开班

本报海口10月19日讯（记者陈怡 通讯员
胡蓉 林影）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昨天在海口举办
海南第三届“百年中行杯”羽毛球团体赛，来自相
关政府部门、银监局、人民银行及海南日报等32
家单位的近400名羽毛球高手参赛。

比赛以团体赛的形式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
阶段采取分组循环的方式，第二阶段采取交叉淘
汰的方式，最终省公安厅获得冠军；省财政厅、海
南烟草总公司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

海口举行羽毛球赛

本报讯 海南省第八届“康芝药业希望杯”少
年儿童棋类比赛10月25日开赛。

本次比赛设五个大项，分别是国际象棋、围棋、
象棋、国际跳棋、五子棋，届时将有来自全省近300
名4到12岁的小朋友参赛。10月25日比赛项目为
国际象棋和围棋赛，10月26日将进行象棋、国际跳
棋、五子棋的比赛。这个比赛每年都会举办一次，
已成为少年儿童棋类比赛的传统赛事，优秀棋手有
机会参加全国的少儿棋类比赛。 （体讯）

我省将办少儿棋类赛

本报讯 19日进行的2014年北京
国际马拉松赛遭遇了“霾”伏，中国女
子选手在该项赛事中的22连冠被终
结，埃塞俄比亚选手杰尔戈获得冠军，
中国选手宫丽华名列第三。男子组的
冠军则被埃塞俄比亚选手吉布瑞获
得。

不同于前一年赛事举行时的风
和日丽，今年的赛事受到了雾霾影
响。组委会 18日晚紧急发布通告，
提醒选手注意天气状况，根据自身情
况采取相关措施。赛事举行当天 6
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霾黄色预
警。8点，随着一声发令枪响，参赛
选手从起点处出发，第 34届北马拉
开帷幕。

记者在现场看到很多选手选择
放弃参加比赛，表示很遗憾。继续选
择参赛的选手为了最低限度地减少
雾霾对自身身体的损害，纷纷选择戴
着口罩，甚至更专业的防毒面罩亮相

赛场。
虽然持续雾霾让我们困扰，但

在海南，阳光依旧温暖，空气清新
怡人，海水碧蓝纯净，沙滩细腻绵
延。据了解，8月份，海口市环境空
气质量保持优级水平，达到国家《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一级标准 31 天。这是自 2014 年 2
月以来，海口市环境空气质量连续7
个月排名第一。正当北马雾霾让我
们困扰时，一个让所有马拉松爱好
者欣慰的消息传来，2015 富力海口
马拉松赛将于 2015 年 1月 11日（星
期日）上午 8：00 正式开跑，届时将
有万余人参加进来，本次赛事以“健
康海岛，快乐奔跑”为主题，旨在倡
导快乐健康的绿色环保生活理念，
展示海口在国际旅游岛建设中的崭
新风貌，“跑”出海口极具活力的海
岛风情城市新名片。

（小方）

北马遇霾部分选手退赛
海口马拉松明年1月11日开跑

新 华 社 维 也 纳 10 月 19 日 电
2014年女乒世界杯19日在奥地利林
茨结束两场半决赛争夺。现世界第一
丁宁以4：2击败日本名将石川佳纯，世
界第三李晓霞则以4：1战胜匈牙利的
波塔，两位中国选手成功会师决赛。

面对三号种子石川佳纯，丁宁很快
以11：6和11：3连下两盘。不过逐渐
适应了比赛节奏的石川佳纯此后变得
更为主动，以11：7和11：9连扳两盘，
两人在前四盘过后难分秋色。

压力之下的丁宁在第五盘中再度
尝试下蹲式发球并取得成功。以稳定
性见长的她又以11：6和11：7连下两

盘，锁定胜局。
“这场比赛赢得很不容易。比赛开

始阶段，我感觉很好。但第三盘石川佳
纯变得非常主动，加快了比赛节奏，我
对比赛失去了控制，”丁宁说。

“我受到了很大的挑战。第五盘一
开始，我们两人陷入僵持。此后我加强
了防守，这起到了效果，”丁宁补充道。

在中国女队主教练孔令辉看来，第
五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她们在第五盘中一度打成6平。
石川佳纯在第三盘和第四盘中打得更
加主动，在丁宁拿下第五盘后，场上局
势就变得对她有利了。”孔令辉说。

丁宁和李晓霞
会师女乒世界杯决赛

19日，参赛选手带着口罩在2014年北京马拉松赛的比赛中。 新华社发

申鑫2：1河南
哈尔滨1：1上港
辽宁3：1长春
山东3：3富力
杭州1：2北京
天津2：1大连

（注：哈尔滨队提前两轮降级）

中超战报

莱万特0：5皇马
毕尔巴1：1塞尔塔
巴萨3：0埃尔瓦
马竞2：0西班牙人
科尔多瓦1：2瓦拉多

西甲战报

2013年环岛赛第六赛段众选手冲刺。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