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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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76599920
乐东 13807540298
陵水 13976578108

西部 区域 13876071190
儋州 18876859611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保亭 13876620309
澄迈 13005018185
临高 18608965613

广告热线电话：66810111 三亚：1897629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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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

助执行通知书和《房屋登记办法》
第四十一条规定，对登记在海口
市海联建设总公司房地产开发公
司名下位于海口市文明东路258
号山内花园第4号公寓楼702房
（房产证号：26345)的房屋所有权
予以注销。登报期限为十日。特
此公告

2015年3月23日

▲ 吴 春 花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460004730926442)遗失东风牌货
运汽车琼A09625的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声明作废。
▲龙绘宏不慎丢失身份证与驾驶
证 ， 证 件 号 码 ：
430403197908072059，特 此 声
明。
▲海南如山投资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证 件 号 ：
J6410008812601，声明作废。
▲海南中联药业有限公司遗失已
填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
发 票 代 码 4600134140，号 码
00472031，特此声明。
▲吴晓卿遗失身份证，证号：
460100196710205528，声 明 作
废。
▲邓华俚遗失海口DC电脑城二楼
2157A 铺 面 押 金 单 ，编 号 ：
NO.0000652，声明作废。
▲琼海嘉积胜达汽车用品营业部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一本，号码
为：46002319641110003901，特
此声明作废。
▲梁定吉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琼
C34306 道 路 运 输 证 ，证 号 ：
469021001849，声明作废。
▲王和政遗失身份证，证号：
460022196806153534，特 此 声
明。

通 知
琼A30132华晨金杯车主：
请于见报后一周内与国贸新标榜
休闲度假酒店联系处理琼A30132
事宜，逾期我店将该车交公安部门
处理。联系电话：13700417761

注销公告
临高平安种猪饲养场，拟向海南省
临高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 ，请债权债务人见报之日起45
天内来我司办理相关事宜。

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注销房屋所有权的公告
海住建房【2015】48号

根据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
（2014）美执字第922号执行裁定
书和（2014）美执字第922-1号协

国贸时代广场办公楼招租
2楼面积2000m228楼面积840m2，
电话13876696005，13518883581

红枣枸杞淮山汁饮料
国家专利产品诚征海南代理
13976699618

旺铺招租
海甸三东路旺铺招租，面积6500
平方米，联系电话：66251631 联
系人：王小姐

酒店整体租售
焱方花园酒店项目位于琼海

市人民路488号，地处琼海市主要
发展轴线上，城市主干道交汇处，
周边已有众多成熟小区，项目极具
升值潜力。

酒店共9层，1-3层为5米至
4.2米大空间商铺，4-9层共150
间标准酒店客房，自带游泳池、地
下及室外停车场配套设施。可进
行星级酒店、办公、接待、餐饮、休
闲娱乐一体化经营。现诚意对外
整体租售，
详情请咨18789555871 文先生。

房地产项目转让或合作
位于儋州市中心。15607516666

海甸岛临大道土地出售
16亩3.6容积率 15109800361 于

品牌农业咨询66661666
寻求合作

新大洲大道颐和美景现房合作或
转让东海岸二十万平一线海景项
目寻资金合作18608988187

工厂转让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主干道上正
常生产的建材企业，手续完善，自
有产权。土地面积44.6亩，国家一
流的生产设备工艺，产品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享受税收优惠，产品市
场广阔，原料充足，市场竞争力
强 。 联 系 人 ： 王 先 生
18289971663、 陈 女 士
13322099886。

资金团队寻求海南地产项目
项目收购、合作开发 13307670541

鑫合股份 400-8787-477
自有大额资金、代打银行各类保证
金，垫资、验资、摆帐、各类项目投
资、融资、贷款。
网址：www.scxhgf.com

求租澄迈农业用地500亩
缓坡地、不积水、设施良好
联系蔡先生13907527806

注销公告
洋浦翔宇贸易有限公司拟申请注
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45日内来
我司办理相关事宜。

遗失声明
洋浦翔宇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4601062100690,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务号:
46004072129572,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义勇发商行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本，注册号:
460106600151692；税务登记证
正 副 本 各 一 本, 注 册 号 ：
34010219721016401001；食品流
通许可证正副本各一本,注册号：
SP4601060950000303，特 此 声
明。
▲广州市国美电器有限公司海南
分公司遗失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
限公司海口市分公司业务押金收
据（收据金额 10000 元），编号：
022-5419，声明作废。

海南金鹿投资集团招聘启事
因业务发展需要现向社会诚聘英
才，岗位要求如下：一、水电工（3
名）1、男性，年龄在45岁以下；2、
中专以上学历，电气自动化相关专
业，持有高压或低压电工证，具有
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录取；3、对工
作有责任感，能吃苦耐劳；4、待遇
2500元左右，享五险一金。二、保
安员（数名）1、男性，年龄在50岁
以下；2、有该工作经验者及退伍
军人优先；3、对工作有责任感；4、
待遇2200元左右，享五险一金。
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递交至综合
办 人 力 资 源 。 联 系 电 话 ：
13016229629、18689928500 联
系人：何小姐、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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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和典当
快速办理汽车、房产、民品抵质押
贷款，资金过桥 18976749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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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3月29日，在U23亚洲杯
预选赛暨里约奥运会亚洲区预选赛小组
赛第二轮争夺中，中国国奥队5：0大胜
新加坡国奥队。继首场比赛以5：0大胜
蒙古队后，中国国奥队再次以5：0横扫
对手取得小组赛两连胜。

开场65秒，李源一接到曹海清助攻
小角度扫射破门。第39分钟，常飞亚突
破传中制造混乱，冯刚混战中劲射破
门。第58分钟，常飞亚制造点球，徐新
操刀主罚一蹴而就。第66分钟，臧一锋
远射世界波破门。第79分钟，陶源助攻
吴兴涵破门。第87分钟，臧一锋制造点
球，但裴帅主罚打在横梁上。

比赛结束后，国奥队主教练傅博认

为队员们的发挥比首场表现要进步，这
一次自己给球队打了70分。

谈到本场比赛的过程，傅博首先表
示开场第一个进球比预期来得要快，能
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率先破门，对球队
来说是一件好事。

首战过后傅博给全队的表现打了及
格分，这一次同样以5：0的比分战胜新
加坡队之后，傅博给球队打了70分，傅
博直言：“我们今天比上场控制节奏做得
更好。新加坡实力比蒙古强一些，我们
针对四个后卫做了些准备，现在队员领
会教练意图比较好，但还需要处理得更
精细些。”

不过，像首场比赛一样，球员们在领

先后有一些松懈。傅博认为球队在领先
之后进攻方面有一些放松，导致中前场
处理球方面做得不够好。不过傅博也对
出现这种状况表示理解：“可能是有领先
优势加上天热。另外后来我们又伤了一
个队员，所以大家打得不是那么紧，这也
是稍显遗憾的地方。”

两场比赛国奥队的进球都比较快，
傅博表示，在这种炎热的天气下，能够尽
快进球会节省体能，所以赛前布置的就
是开场就要抢攻争取早进球，但说实话
今天的进球速度比预期来得快。

两连胜之后国奥将在31日迎战东
道主老挝队。

（原野）

国奥队连续5球大捷取两连胜
主帅傅博给球队打70分

李源一进球后
为队友父亲祈福
国奥队与新加坡队的比赛前，效力

于葡冠联赛贡多马尔的守门员叶尔杰
提得到父亲病危的消息，得到教练组
的同意后，他紧急返回家乡陪同父
亲。图为李源一闪击战破门后，
双手举起球衣，为队友的父

亲祈福。 小新发

据新华社华盛顿3月28日电 勇
士28日在美职篮常规赛中客场以108：
95击败雄鹿，提前锁定西部常规赛第
一的位置，并创造球队历史上首次单个

赛季取得60场常规赛胜利的纪录。
“水花兄弟”洒出“三分雨”，一共

17投9中。库里拿下25分6次助攻，汤
普森贡献21分。雄鹿这边得分最高的

是米德尔顿，得14分。帕楚里亚和安
特托孔波各得12分。

勇士首节手感一般，只以24：23领
先。第二节他们进入状态，上半时结束
时取得48：38的领先优势。汤普森第
三节开始发威，屡投屡中，其中包括3
个三分球。三节过后勇士以82：63提
前锁定胜局。

公牛主场以111：80大胜尼克斯。公
牛诸将火力全开，五人得分上双。其中米
罗蒂奇投进24分，为全场最高。尼克斯
得分最多的是巴格纳尼，进账14分。

老鹰上场比赛锁定东部第一，本轮
客场派出替补阵容挑战黄蜂，结果以
100：115告负。黄蜂的沃克发挥出色，
得到21分，送出6次助攻。

雷霆客场与爵士的比赛，韦斯特布
鲁克末节表现神勇，飙进20分，却仍难
力挽狂澜。爵士最后以94：89获胜。

当日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打出高
分，开拓者主场以120：114击败掘金。
阿尔德里奇和阿弗拉罗分别为主队投
进32分和21分。掘金7人得分上双，
其中替补上场的尼尔森得到22分，为
全队最高。

勇士提前锁定西部第一
取60胜创常规赛队史最佳战绩

台球赛，福利再升级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由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

体育厅、万宁市人民政府主办；海南省体育赛事中
心、海南省台球协会指导，万宁市文化广电出版体
育局、万宁首创奥特莱斯承办的“2015海南首届
台球精英赛”自公布赛事报名的消息后，得到了广
大台球爱好者的热捧，咨询报名十分火爆。

赛事执行方通过众多台球爱好者的来电咨询
了解了参赛者的各种需求，为了将首届赛事做到
最完美，让台球爱好者感受到真正亲民、体贴的台
球赛事，赛事承办方经过协商决定将赛事福利及
赛程安排做得更贴心：

1、冠军奖品更任性：此次赛事冠军奖品为价值
5万元品牌轿车一部（15年使用权），为方便选手选
择，奖品改为5万元购车基金（购车、兑现任你选！）。

2、奖品设置再升级：此次赛事不仅冠军奖品
更体贴，8强选手奖金也再升级，亚军、季军选手
从参赛到获奖累计可获得超万元的奖励，8强选
手则可获得超0.5万元的奖励。赛事选手获现金
大奖需自行承担相应税费。

3、比赛时间更合理：此次赛事由于前期安排
中有法定假日清明节，为方便选手更好准备此次
赛事和方便参赛，赛事赛程改为2015年4月25
日至5月23日（均为周末或五一小长假）。

4、报名方式更便捷：此次赛事不仅有50多家
台球俱乐部设立现场报名点，更可通过微信进行
报名参赛（报名官方微信号：WNCAPITAL）。

如想了解更多赛事信息，可关注官方微信公
众号：万宁首创奥特莱斯，并回复“我参加”；或者
前往各个报名点进行咨询。 报名官方微信号：
（WNCAPITAL）；咨询电话：0898- 62271288
0898-62271088。

尽管当家球星杜兰特赛季报销，内线
主力伊巴卡因伤休战，雷霆队在威少的率
领下仍能打到西部第八的位置。北京时
间29日，雷霆意外不敌弱队爵士，看似比
较稳定的季后赛席位又出现了松动。

目前雷霆分别领先竞争者鹈鹕2.5
个胜场和3个胜场，雷霆和太阳还剩9

场常规赛，鹈鹕还有10场比赛要打，如
果雷霆出现连败的情形，季后赛门票争
夺的局势很可能出现新的变化。30
日，雷霆将与太阳直接交锋，此战的分
量不言而喻。尽管太阳近期状态不佳，
上一战打开拓者手感冰凉，但雷霆是客
场背靠背作战，太阳获胜的机会不小。

在29日与爵士队的比赛中，威少继续
砍高分，拿到37分，但其队员不给力，
结果被整体性更强的爵士逆转。

当天另一个西部第八的竞争者鹈
鹕将在主场迎战西部榜尾的森林狼。
鹈鹕近期状态有所复苏，上一战大胜国
王结束4连败，而伤兵满营的狼队近10
场仅2胜8负，鹈鹕有望再胜一场进一
步缩小与雷霆的差距。

雷霆队的季后赛资格并非高枕无忧，
威少单打独斗恐怕很难扛起球队，其他队
员也得站出来贡献力量。 ■ 林永成

■ NBA常规赛前瞻

雷霆听到追兵的脚步

三亚网球积分赛收拍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第8届三亚网球单打积

分赛近日收拍，在决赛中王名健战胜了孙延楼获
得冠军，孙延楼获亚军。

比赛吸引了省内32名业余单打高手参赛，分
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进行小组循环，第二阶段
进行交叉淘汰。获得第3名至第8名的分别是
张乃发、申永记、符宇、李精、黎嘉、潘孝文。比赛
均实行一盘六局定胜负，局数5：5时抢七，采用金
球制。三亚网球单打积分赛每两月举行一次。

3月29日，2015年花滑世锦赛在上海东方体育
中心“海上王冠”体育馆落幕。图为选手们在表演结
束后用自拍杆和观众一起自拍。 新华社发

2015年男子冰壶世锦赛北京时间
29日在加拿大开战，中国队首战7：9
不敌挪威队，出师不利。不过，挪威队
为上届冠军，实力在中国队之上，此战
失利对中国队实现保六争四的目标影
响不大。

中国男子冰壶队曾在2008年世锦
赛拿到第四名的历史最好成绩，过去
三届世锦赛，中国队均拿到了第六名，
战绩稳定在第二集团。在索契冬奥会
上，中国队表现堪称惊艳，在循环赛取
得了7胜2负的傲人成绩，以第三名的
身份晋级四强，最终获得第四名。本
届世锦赛，中国队派出了以老带新的
阵容，四位选手中臧嘉亮参加过六届
世锦赛，这位老将第一次作为国家队
主将出任四垒。

本届世锦赛共有12支球队参赛，
先进行循环赛，循环赛前四名有资格
进入奖牌争夺战。强敌不少，保六争

四是中国队较为现实的目标，如果能
放松心态打出高水平，也有进入循环
赛前四争夺奖牌的可能。

挪威、瑞典、加拿大等传统强队是
夺冠热门。上届世锦赛，挪威队在循
环赛中以仅负一场的成绩高居榜首，
此后，连续击败加拿大和瑞典，获得该
队在世锦赛历史上的第四冠。本次比
赛，挪威队的四垒依旧由名将乌拉德
出任。瑞典队在近两年成绩突出和稳
定，2013年世锦赛，瑞典队力压群雄折
桂；去年世锦赛，瑞典队获得了亚军；
索契冬奥会夺铜牌。本届世锦赛，瑞
典队阵容略有调整，换了四垒，剑指冠
军。冰壶传统强国加拿大队的实力也
不容小觑，去年世锦赛，加拿大队发挥
失常，无缘奖牌，这是加拿大队13年来
首次无缘前三。本届世锦赛，加拿大
队卷土重来，他们将竭尽全力向冠军
发起冲击。 ■ 林永成

男子冰壶世锦赛开战

中国队目标保六争四

据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 意大
利、荷兰两强当地时间28日在足球欧锦
赛预选赛中最后时刻进球，战战兢兢地
逼平对手。

意大利队客场与保加利亚队交锋。
开赛仅4分钟，保加利亚队自摆乌龙，送给
对手一球。随后他们发动凌厉攻势，由波
波夫和米灿斯基连进两球。下半时开始不
久，意大利队归化国脚埃德替补登场。这

位在意大利国内引起争议的前巴西球员终
场前6分钟抽射得手，扳平比分。

荷兰队主场在与土耳其队的比赛
中，最后的进球更为惊险刺激。土耳其
队在第37分钟时率先破门。荷兰队随
后进攻陷入困局，无法敲开对手大门。
补时阶段，土耳其替补席上有人已经开
始庆祝。第93分钟时，荷兰队最后一次
攻到对方门前，斯内德禁区外大力远

射，皮球碰到了前锋亨特拉尔的身上折
射进门。双方最后以1：1战平。

在当日进行的其他几场比赛中，贝尔
独中两元，带领威尔士以3：0击败以色列
队；比利时队进攻犀利无比，5：0大胜塞浦
路斯队；哲科上演“帽子戏法”，带领波黑
客场以3：0击败安道尔；捷克主场1：1与
拉脱维亚战平；克罗地亚以5：1大胜挪
威；阿塞拜疆以2：0击败马耳他。

欧锦赛预选赛强队受阻

意大利荷兰苦战逼平对手

据新华社马来西亚雪邦3月29日
电（记者赵博超）2015赛季 F1大奖
赛马来西亚站正赛29日在雪邦国际赛
道展开，法拉利车队的德国车手维泰
尔成功运用策略战胜梅赛德斯车队的
两位对手夺冠。

维泰尔以1小时41分5秒793的
成绩跑完全程，分别领先排名第二的汉
密尔顿8.569秒和排名第三的罗斯伯格

12.310秒，这是他在2013年巴西站后
再度夺冠，也是法拉利车队在2013年
西班牙站后再次赢得分站赛胜利。

此次比赛后，卫冕世界冠军汉密
尔顿仍然以43分排名车手榜第一位，
维泰尔则以3分之差排名第二，罗斯伯
格以33分排名第三。

F1大奖赛下站比赛将在4月10日
至12日移师上海。

花滑世锦赛
在沪落幕

F1马来西亚站收车

维泰尔夺冠法拉利归来

北京田径世锦赛
网上门票开始实时销售

据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记者黄杰）2015年
北京田径世锦赛网上门票实时销售开启暨门票票
样发布仪式29日下午在国家体育场（“鸟巢”）金色
大厅举行，60万张世锦赛门票面向全球实时销售。

为满足各年龄段各阶层的观赛需求、普及田径
运动，组委会以“便民、惠民、利民”为赛事票务政策
的基本思想。自2月3日、即世锦赛开幕倒计时200
天之际面向公众启动提交门票预订申请服务以来，
组委会已收到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门票预订
单近千份，预订门票金额超过1200万元人民币。

按照国际田联的要求，组委会29日启动第二
阶段公众门票实时销售，全球公众可以直接登录
田径世锦赛官方票务网站和世锦赛赛事官方网
站，或通过购票热线实时购买门票。本销售阶段
将面向公众销售看台散票和套票，看台散票包括
三种票价，区间为50－500元；套票共有8种，区
间为120－3200元，能满足多样的观赛需求。

孙悦称愿在北京队退役
据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记者王浩宇）北

京男篮明星球员孙悦签约李宁发布会29日在李
宁园区举行，“孙大圣”在活动期间表示希望能身
穿北京队服退役。

发布会当天李宁公司还安排了CBA总冠军
北京队与球迷的见面会，北京队主帅闵鹿蕾携队
员孙悦、朱彦西、李根、张松涛、方硕、陈磊和王骁
辉和现场的数百名球迷进行了技巧大赛、三分大
赛和团队投篮大赛的欢乐互动。

北京队在本赛季的CBA总决赛中击败辽宁，
成为历史上第三支成功卫冕的球队，这也是孙悦
个人的第二个CBA总冠军，他表示希望能在这个
集体中结束自己的篮球生涯。

雄鹿队球员安特托孔波（左）在与勇士队的比赛中扣篮。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