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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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木用地。规划用地范围内的土
坟有关坟主在本通告公布之日起
四十五天内与本人联系协商办理
搬迁事宜，逾期未联系当作无主坟
处理。
联 系 人 ：羊 克 峰 电 话 ：
18976993338、15120985833

海南儋州——西联豪廷
精品小户型，超低首付1万起

兴隆——林海温泉花园
住宅价购商铺，即买即收租

国贸大道旺铺招租，并有700m2仓
库出租 小陈：13016299094

项目合作或整体转让
位于琼海相邻风景区，紧邻高尔夫
球场，内有温泉，150亩酒店，150
亩住宅，手续齐全，寻有实力企
业。拒中介。18608927966

海口附近潜力养羊场转让
现存栏500只，土地220亩 交通
便利。Tel：18189857489

写字楼招租
国贸时代广场办公室2层2010m2，
28层 845m2，有意者请与我司联
系。联系人杨先生13876696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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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贸200平米带装修办公室
月租6000元，中介免18608975322

超低价急售房产
国贸金龙小区三房两厅165m2，中
档装修。电话:13976249686

注销公告
海南金越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拟向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
人见报45天内到公司办理事宜。

遗失声明
海南省化肥厂国有土地使用证，海
口市国有（籍）字第 Q1643 号、
Q1644号、Q1645号、Q1646号，
Q1647号不慎遗失，现声明作废，
特此公告。

海南省化肥厂
二0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陈鹏不慎遗失身份证，证号为:
460025197202133317，特此声明。
▲刘奇不慎遗失身份证，证号为:
152128198401211814，特此声明。
▲滕久阳不慎遗失监理工程师执
业资格证书一本，证书编号：
4626990003，特此声明作废。
▲儋州那大锦辉烟酒茶商行遗失
税务登记证副本一本，证号：儋
五 局 国 税 登 字
46000319791118423101号，现声
明作废。
▲海南中天宏能实业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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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通富翔典当
资金充实，快速办理大额典当
18976236863，13907530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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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定安枫行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注册
号 469025000007600）拟向公司
登 记 机 关 申 请 注 销 。 请 琼
C34279、琼 C34209、琼 C34422、
琼 C34589、 琼 C34560、 琼
C34706、琼C3053挂、琼C34743、
琼 C34833、 琼 C34542、 琼
C34942、琼 C35248、琼 C35923、
琼C35986、琼C35960、琼C36698
车辆贷款车主自见报之日起45日
之内到我公司交清贷款欠款，办理
车辆过户手续。逾期我公司将不
承担任何责任。
特此声明。

定安枫行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2014年11月18日

声明
定安枫行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注册
号 469025000007600）拟向公司

登 记 机 关 申 请 注 销 。 请 琼

C36681、琼 C36751、琼 C34548、

琼 C34838、 琼 C34760、 琼

C35758、琼 C36299、琼 C36359、

琼C36853、琼C36580、琼C37330

车辆贷款车主自见报之日起45日

之内到我公司交清贷款欠款，办理

车辆过户手续。逾期我公司将不

承担任何责任。

特此声明。

定安枫行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2014年11月18日

声明
洋浦枫行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注册

号 460300000021753）拟向公司

登 记 机 关 申 请 注 销 。 请 琼

E02629、琼 E03989、琼 E00066、

琼 E00009、 琼 E00029、 琼

E00028车辆贷款车主自见报之日

起45日之内到我公司交清贷款欠

款，办理车辆过户手续。逾期我公

司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特此声明。

洋浦枫行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2014年11月18日

声明
海口枫行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注册

号 460100000209840）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琼A0371

挂 、琼 A29811、琼 A31159、琼

A32529车辆贷款车主自见报之日

起至2014年12月12日之内到我

公司交清贷款欠款，办理车辆过户

手续。逾期我公司将不承担任何

责任。

特此声明。

海口枫行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2014年11月18日

海南仲裁委员会公告
（2014）海仲字第540-1号

海南胜林房地产有限公司、曾育大：
本委受理申请人章熙平与你方商
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因你方下落
不明，现向你方送达应仲裁通知
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组成
表、权利义务告知书、仲裁申请书
及证据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仲裁
庭组成表、答辩书及举证期为公告
期满10日内。逾期未选定仲裁员
的，本委将指定甘力为独任仲裁员
于2015年2月12日上午9：00在
海口市寰岛泰得大酒店6楼第一
庭不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注销公告
海南缘生态食品有限公司拟向海
口市工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登报纸之日起45天到我公
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和志成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拟
向海口市工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
债权债务人登报纸之日起45天到
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迁坟通告
本人租用湾岭镇岭门村委会金妙
朗老村坡地28.3亩（地名：湾堀园，
东至水田边，西至大路边，南至小
路边，北至大路边）作为种植绿化

转让土地
五指山四季养生之都
稀缺的高山雨林资源
品牌地产差异化定位
四季享海南高端产品

养生养老机构首选地200亩20万
平建面三通一平接手可开工转让
或品牌机构合作李15120898666

邹市明浴血奋战6连胜
获得WBO拳王挑战权

本报讯 11月23日，“金光决战2”职业拳击
赛在澳门威尼斯人金光综艺馆举行，在WBO蝇
量级世界拳王强制挑战权争夺战中，中国拳手邹
市明以点数击败泰国拳手坤比七，转型职业拳击
后取得六连胜。邹市明收获70万美元奖金，并获
得挑战WBO蝇量级世界拳王的挑战权。

邹市明在第二回合打出过世界级的3分钟，但
后来其体能有所下降。在比赛中，邹市明左侧眉峰
被打开，左眼淤青高高肿起，这也是邹市明职业生
涯“获得”的最重伤势。顽强的邹市明浴血奋战，挺
过了自己的第一次12回合赛事，裁判判定邹市明以
120：103、119：106和119：106获胜。 （小新）

据新华社马德里11月22日电（报道员谢宇
智）梅西成为西甲第一射手！22日晚在对塞维利
亚的比赛中，阿根廷人上演帽子戏法，超越传奇射
手萨拉，创下了新的西甲联赛进球纪录。

前毕尔巴鄂球员萨拉曾是西甲历史进球数最
多的球员，他在联赛场上共打入251球。但本周
六晚，随着梅西在巴萨对塞维利亚的比赛中连入
三球，这一尘封50多年的纪录终于作古。目前梅
西在联赛中的总进球已经达到了253球。

梅西破萨拉进球纪录
成西甲史上第一射手

本报万城11月23日电（记者苏庆明 特约记
者陈循静 通讯员黄良策）2014海南万宁日月湾
国际冲浪赛今天上午开幕。本次赛事分为两部
分，分别是国际冲浪协会（ISA）中国杯赛及国际
职业冲浪协会（ASP）海南精英赛两项比赛，整个
赛事将从一直持续至11月28日。

今天率先举行ISA中国杯赛，由获得2013年
国际冲浪协会世界冲浪锦标赛前7名的国家队及
东道主中国队参加，这也是中国冲浪选手首次组
成团队参加此项赛事。

经过一番鏖战，来自巴西、南非和秘鲁的选手暂列
男子前三，女子前三由澳大利亚和秘鲁的选手占据。

省男足超级联赛第7轮战罢

红色战车冲上榜首
本报海口11月23日讯（记者林永成）在昨天

进行的2014年海南省男子足球超级联赛第7轮
比赛中，卫冕冠军佳宁娜红色战车队以1：0小胜
海南大学队，而领头羊万宁长丰队3：4意外输给
此前垫底的三亚兆丰队。在联赛还剩3轮就结束
的时候，红色战车队终于反超一直领先的万宁队，
冲上积分榜首。

红色战车队在与海大队的比赛中遇到了对手
的顽强阻击，比赛进行到84分钟，才由13号郭义
佳打入制胜入球。目前红色战车队7战4胜3平保
持不败，积15分反超万宁队2分。万宁队遭遇两
连败后，战绩为4胜1平2负，积分停留在13分。

万宁队与三亚队展开了激烈对攻，双方一共
打入7个进球。在2：2平后，三亚队连入两球；万
宁队在临近终场前追回一球，但以无法扭转败局。

在另外一场比赛中，澄迈队主场3：1击败海
南师范大学队，积分上升至12分，与第二名万宁
队只差1分。海大队仍积7分列第四，海师队与
三亚队同积5分垫底。

万宁日月湾国际冲浪赛开赛

中国首次组队参赛

参赛选手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张杰 通讯员 曾觉 摄

海南公开赛2014高尔夫球聚
焦

“感觉状态不错，但没能取得更好
的名次，有些遗憾。”上站冠军、业余球
员金诚赛后说。他获得了本次比赛的
第9名，同时再次拿到最佳业余球员
称号。

这是金诚参加的第8站美巡中国
赛，赛季初的海口公开赛和赛季中的
云南公开赛他没能晋级。不过近期
他的状态很好，获得了九龙山公开赛
冠军，最近三场比赛都排进前 10。
金诚说除了没有奖金拿，在职业赛场
跟其他人感觉没什么不同，就是在场
上比谁打球打得更好。谈起收获，金
诚说：“跟经验老道的球员打球会学

到东西，最大的提高是心态。有过几
次周末靠后开球出发，以前遇到这种
情况时多半会打得很糟糕。现在不
一样了，就算打得不好也不会出现特
别大的失误。”

因为去年冬天调整挥杆动作，金
诚在赛季前半段一直找不到感觉，挥
杆动作改得不好，一号木总是开得太
歪。此后金诚进行了调整，不再注重
动作。下半年挥杆的感觉找回来了，
推杆也变得更好，加上比赛打得多经
验也更丰富。他说：“今年下半年打
得比较稳定一些，不像年初那样大起
大落。”

金诚下周将前往深圳参加美巡
中国赛的最后一场比赛，此后他将
参加中国-亚太职业高尔夫球队际
对抗赛，这也是金诚首次代表中国
队参赛。

金诚今年马不停蹄地参赛虽然
很辛苦但收获颇丰。打完中国-亚
太职业高尔夫球队际对抗赛后，他将
前往黄山训练。他说：“先要回新加
坡参加期末考试，今年冬训不打算去
美国，计划是去黄山换个教练再改改
挥杆动作。”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三亚11月23日电）

本报三亚11月23日电（记者王黎
刚）2014年海南高尔夫公开赛今天在三
亚收官，我国选手李昊桐在今天的比赛
中抓了5只小鸟，3个柏忌。最终他以
（71、68、69、70）-10杆的成绩获得本次
比赛的冠军，并赢得21.6万元奖金。

在中巡赛-美巡中国系列赛奖金
榜上李昊桐总奖金达到了75.1万元，
超越张新军的65万元位列第一。澳大
利亚人布雷特·德维特和韩国选手金
度玄以-4杆的成绩获得本站比赛并列
亚军。

昨天，在前三轮比赛结束后，李昊
桐以-8杆的成绩位列榜首，领先第二

名布雷特-德维特6杆，按照李昊桐上
佳的状态，他如果在争冠轮不犯过多的
错误就可以拿下冠军。

今天上午11点，李昊桐与澳大利
亚人布雷特·德维特和雷蒙德·皮弗尔
同组从 1 号台出发。在前 9 洞的比
赛，李昊桐分别在第2洞、第6洞、第7
洞抓了三只小鸟，总成绩升到-11
杆。李昊桐的争冠对手布雷特-德维
特在第2洞、第8洞抓了两只小鸟，总
成绩来到-4杆。

转场后，李昊桐在第12洞、第13洞
又抓了两只小鸟，总成绩已经来到-13
杆，第14洞李昊桐打出一个柏忌。在第

18洞，李昊桐拥有巨大优势，虽然他打
出了双柏忌，但还是获得了本站比赛的
冠军。

韩国选手金度玄在今天表现出色，
抓了五只小鸟，从昨天的第五名上升到
亚军。布雷特-德维特今天的表现也
较为稳定，他第四轮的成绩是-2杆，总
成绩-4杆并列第二。

其他中国球员方面，胡牧凭借本轮
69杆，低于标准杆3杆的成绩，将自己
在本站赛事的名次最终定格为并列第
5名；金诚与苏东本轮都打出了标准
杆，在最终的成绩榜上，二人以290杆
获得了并列第9名。

当把小白球推进第18洞后，今年19岁
的李昊桐用宝剑回鞘的动作庆祝冠军到
手。他说：“前两次夺冠都太激动了，没什么
特殊的庆祝动作，这次想要来点独特的庆
祝，这个动作我在第17洞就已经想好了。”

第3轮的比赛结束后李昊桐6杆领先
对手，今天出发后前九洞抓下3只小鸟，他
说：“第12洞抓鸟后我基本确定自己夺冠
了，第13洞两推打下小鸟后我就没那么拼
了。最后4个洞最难，虽然我领先很多但
最后4个洞不好打，我想自己打4个帕就好
了。”李昊桐在第18洞开球前领先第二名8
杆，开球想要开的远些，结果进了沙坑，沙
坑救球失败再打进沙坑，第二个沙坑救球
又连续打薄，最后+2成绩完成最后一洞。
虽然这一洞的表现不佳，但并不影响李昊
桐领先6杆夺得冠军。

18洞四杆都没有攻上果岭，李昊桐一
边往前走一边板着指头数自己的杆数，他
说：他说：“第18洞我还自己算了一下，打+
3、+4还是可以赢，算是比赛中的小插曲。”

从今年9月开始，李昊桐连夺河南公
开赛、南山大师赛和海南公开赛三项比
赛夺冠。他坦言自己井喷式的“爆发”来
自过去不断经受到的挫折。上半年腰伤
困扰的他打完昆明站的比赛后休息了一
个月，状态不佳的他在山东蓬莱公开赛
上没能晋级，这对李昊桐的刺激很大。
他说：“那站比赛没晋级对我刺激很大，
打完比赛后我就刻苦练球，直到最后赢
球。打球的道路上经历过不断的挫折，
有过9洞领先6杆输掉比赛的情况。球
手的成长都是慢慢熬过来的，我的运气
比较好，赢了第一个冠军后有了第二个
和第三个。”李昊桐感谢陪伴自己的父
母，他说：“这几场比赛我妈妈每天跟着
我，晒黑了很多。我很幸运有这样的好
妈妈，陪伴我打比赛、照顾我。”

赢下这站比赛后，李昊桐已经超越被
禁赛的张新军攀升至奖金榜头名，下站比
赛只要能进入前十就能保证奖金榜头名，
同时获得威巡赛的参赛全卡。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三亚11月23日电）

2014年海南高尔夫公开赛收杆

中国小将李昊桐夺冠

海南队球手欧阳正4轮比赛打出
296杆，最后总获得了并列第27名。

“主要是后两轮没打好，否则的话，排
名还能再靠前一些。”他说。

本站比赛是欧阳正参加的第10
站美巡中国系列赛，除了在凯迪拉克
锦标赛未能晋级外，之前的8场比赛
悉数晋级。欧阳正在此前的最好排名
是两次排名第12。他说：“系列赛感觉
挺好的，给我们提供了很多锻炼的机
会。一年12站比赛再加上其他比赛，
赛程安排得比较满，这对我们来说是
个锻炼，以前我们国内球手鲜有这样
连续参赛的机会。”美巡中国赛吸引了
大批来自海外的球员参赛，欧阳正认
为国外球员到来既带来了竞争也促进
了相互之间的学习。欧阳正说：“我的
个人技术或发球距离都不输澳大利亚

和韩日球员，有时候甚至比他们还有
优势。我欠缺的是经验，在连续4天
的比赛中，要把自己的水平完全打出
来，我还需要磨练。”

今年欧阳正还参加了日巡赛的资
格赛考试，遗憾的是，他止步第三轮，
未能进入12月举行的第四轮比赛。
欧阳正说：“今年考日巡赛的状态其实
还可以，没有通过第三关实在是郁
闷。今年的冬训要刻苦训练，争取明
年再打好一些。”

日巡赛距离国内近、奖金不菲，因
此成为不少中国球员参赛的首选。在
欧阳正看来，日巡赛的水平可能略高
于美巡中国赛。他说：“日巡赛有日本
风格，球场特色和赛事组织跟全世界
其他地区的风格都不太一样。日本队
的球场比较窄，你不一定要把球开得

很远很直。”欧阳政表示自己并不太喜
欢这样的球场风格，自己的木杆、铁杆
和推杆的技术都差不多，属于技术比
较平均的球员，日巡赛对挥杆的要求

并不高。明年欧阳正的参赛重心将以
美巡中国赛为主。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三亚11月23日电）

海南队球手欧阳正

不缺技术缺经验

业余小将金诚

遗憾没能获更好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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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队球手欧阳正在比赛中。

金城推入小鸟后捂胸庆祝。

本栏图片均由本报记者王黎刚 摄

李昊桐
挫折后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