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首钢队
获乒超联赛
女团冠军

9月13日，北京首钢队
选手丁宁在获得女团单打胜
利后庆祝。当日，在2015中
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女
子团体决赛中，北京首钢队
以3比1战胜武汉安心百分
百队，夺得冠军。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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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遗失声明
海口市秀英众业电信商行遗失中

国 电 信 国 税 发 票 ，编 号 为 ：

59252799、59252858、59252917、

59253067、59253287、59253183、

59253247、59254857、59252808、

58736066、59252589、59253074、

5885427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东方市广鑫哈密瓜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69007NA000222X;税务登记证

副本，证号：460007687277769；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证号：

68727776-9声明作废。

▲方迎遗失琼州学院学前教育专

业 毕 业 证 书 ， 编 号 ：

111001201206001274 ，特此声

明。

▲谢仕军不慎遗失国有土地使用

证，证号为:白国用(1993)字第39

号，特此声明。

收购海南黄花梨
圆木板材老家具 陈18689898700

注销公告
海南平元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拟向
海南省五指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
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登报之日起
45天内来我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琼海辉柏果蔬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拟向琼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
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
起45天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遗失声明
海南平元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各一本，注册号:
469001000012100；税务登记证副
本一本，税号:460001396294948；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副本各一本，
代码:39629494-8；公章一枚，现声
明作废。

欢迎乡镇、农村、农场等偏远地区客户在
《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刊登分类广告

为方便乡镇、农场、农村等其他偏远地区办理分类广告，发行
中心开通以手机短信、QQ、微信等形式多样的办理渠道，以方便
广大客户刊登广告。可承接办理：身份证等各类证件遗失，法院、
住建局等各类政府单位公告，商业信息，农产品名特优推介等。

帐户：海南日报社发行部
帐号：2201021109200007117 开户行：海口市工行金盘支行
电话：13976322100

国贸发行站 13876677710 18689865272
琼山发行站 13198919988 13627537032
白龙发行站 13098993210 13876984883
新华发行站 13379877754 13976834458

白坡发行站 13698980708 13907558778
秀英发行站 13198947206 13697591335
海甸发行站 13807596387 13687597776
DM夹页广告办理电话 66810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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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广告：标题（字数在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买五送二
广告热线：66810111、66810228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新闻大楼1楼广告中心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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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报广告、旧报回收及其它业务。

儋州 18876859611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保亭 13876620309

澄迈 13005018185
临高 18608965613
三亚 13976599920
乐东 13807540298

陵 水 13976578108
五指山 18689861608
文 昌 13307616119
琼 海 18976113800

琼中 13907518031
万宁 13976065704
定安 13907501800
屯昌 13907518031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976292037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
发布，消费
者 谨 慎 选
择，与本栏
目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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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 款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647576863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10月1日《南国都市报》分类广告将推
出便民信息专栏，我们的宗旨是：面向大众
服务于个人、小微企业等，低价格再优惠。
机遇难得不容错过，大家快快参与体验吧！

一、该专栏每行14个字，每条收费分别
划分为：▲ 35元/条：个人信息（我要的、我有的）、钻孔、打井、防水补漏、小吃·
水吧、按摩保健、管道疏通、土建·工程、开锁、维修、送水、住宿、高空作业、园
林制品、苗圃绿化、美容美发、瓷砖建材、印刷设计、电脑·网络商城、服装·窗
帘·布艺、木工、建筑·设计、特卖·甩卖；▲40元/条：家纺、翻新·装修、空调加
冰种·制冷、甲醛检测、卷闸门、塑料包装、防盗网、净水超市·办理水卡、晾衣
架；▲50元/条：二手房产、二手车、网络监控、药材·养殖、娱乐咨讯（歌舞厅）、
影讯先知、搬家、票务、代理、租赁、代驾、婚庆、速递。

二、认购时间：2015年9月1日起。
三、促销期间优惠回馈：1、凡一次性购买5次送2次；2、凡在活动期间订

购均享受八折优惠。
咨询电话：66810228、66810582
广告订购热线：66810111、66810788、66810570

喜讯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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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首家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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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558868,13518885998

临街旺铺 火爆招租
海秀东路彩虹天桥旁亿圣和古玩
城，临街旺铺招租。部分精装柜台
出租，无需装修，拎货经营。财富
热 线 13876838173 （ 孙 总 ）
13976352870（吴经理）

▲吴桂英不慎遗失房产证一本，房

权证号：HK244142,特此公告

▲周吉康不慎遗失资料员岗位证

书，证号：20080367，特此声明。

▲吴淑志不慎遗失海南省建设专

业技术资格注册证书，证书编号：

琼建职初20080358，特此声明。

▲马飞铃不慎遗失购买房屋收款

收据，号码为：0002324，特此声

明。

▲临高兔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一本、副本

一本，代码为：72123243，声明作

废。

▲海口来胜周氏雕刻经营部遗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09978201，声明作废。

▲海口德雅防水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07539101，特此声明。

▲汪长城遗失安徽建筑工业学院

毕业证书，编号为：9989025，特此

声明。

▲曾雪娇遗失教师资格证，编号

为：20154600322000323，特此声

明。

▲李慧玲不慎遗失民居身份证，证

号：430524197607080722，现特

此声明。

▲海南东方玉苍贸易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1份，

发票代码为：146001420406，发票

号码为：00054810，声明作废。

▲陈吉华不慎遗失民居身份证，证

号：460028196810220830，现特

此声明。

▲陈吉华不慎遗失驾驶证，证号：

460028196810220830，现特此声

明。

▲梁景熙不慎遗失恒大金碧天下

房号230-1603房的收据一张，编

号为：HN0008912，声明作废。

▲琼海福典养猪专业合作社不慎

遗失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

号码为：469002NA000148X，特

此声明作废。

招标公告
本招标项目美安营销中心室内精装修工程,招标人

为海口国家高新区发展控股有限公司，该项目位于海口

市美安镇，总室内装饰面积为2826.55m2，共三层。施工

标招标范围为室内精装修工程。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

须具备国内独立法人资格且同时具备建筑装修装饰工

程专业承包二级或以上资质。详情请于 2015 年 9

月 14 日起登陆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www.hkcein.

com）。联系人：王工，联系电话：0898-68597606。

“谁是球王”比赛落幕

琼州学院获全国亚军
本报讯（记者苏庆明 通讯员罗毅）9月11

日晚举行的“谁是球王”全国青少年足球争霸赛总
决赛中，我省琼州学院队在最后关头被武汉大学
队攻入一球，以2：3获得大学生组亚军。

比赛中双方势均力敌，注定成为一场艰难的
比赛。上半场，不按套路出牌的琼州学院率先打
入一球打破平衡，武汉大学迅速组织反攻，点球
罚进将上半场比分改为1：1。下半场双方都加
强攻势，开场5分钟，琼州学院再打入一球，但武
汉大学很快又将比分扳平。就在大家都以为会
点球分胜负时，武汉大学射入关键一球，琼州大
学以2：3惜败。

尽管离冠军只差一点，但这一成绩也成了我
省高校足球的一大突破，成为琼中女足夺得世界
青少年足球锦标后，海南校园足球的又一殊荣。

■ 冯巍

9 月 13 日，美国拳王梅威瑟谢幕
战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梅威瑟在打
满 12 回合后凭点数击败对手安德鲁·
贝托，最终以 49 场全胜追平了死于空
难的美国前传奇拳王洛奇·马西亚诺的
历史纪录，人称以完美姿态告别拳坛。
然而就其拳台表现来看，梅威瑟虽然赢
得了比赛，却没有赢得人心。

作为当今世界拳坛上的绝对巨星，
世界综合排名第一且在职业生涯中总
进账超 10 亿美元的富翁，梅威瑟应算
功成名就了。他唯一的追求，就是要在
这场收官战中取胜，以便能追平洛奇49
场全胜的历史最高纪录。而这，他也做

到了。谓其辉煌，应该难以反对。
然而，梅威瑟在口碑上却“输”了，

而且“输”得很惨。
首先，梅威瑟在打法上谨小慎微，

让众多评论界人士不敢苟同。因为凭
他的实力，赢得对手不是问题。但他
却频频躲闪，不愿进攻，这一比赛姿
态，让现场观众也两度对他发出嘘声，
梅威瑟可谓先丢掉了面子；其次，梅威
瑟边打边骂脏话，而且不断用语言挑
衅对手，并未用拳击运动中的规定行
为——动作去征服对手，这更让观众
看不起他，其作为一个优秀拳击运动
员的良好形象，通过这场比赛已经轰
然坍塌。连中国综合格斗运动员，绰
号“中华虎”的杨建平也在评价梅威瑟

时称，“非最伟大拳王”，可见梅威瑟赢
了比赛，却丢了人心。

竞技运动中，谨慎是必须的，但谨
小慎微就是不可取的。这场比赛中，梅
威瑟不是凭实力击败对手，而是以脏话
挑衅和激怒对手，就超出了比赛范畴，
属于道德上有瑕疵。虽然梅威瑟最终
赢得了比赛，但胜得却不那么光彩。

纵观这几年的表现，梅威瑟总是赢
了比赛以后还遭很
多人质疑，说明梅威
瑟一直都有不顾形
象的问题。那么笔
者要问，梅威瑟如此
不在乎别人，谁会在
乎他呢？

据新华社马德里9月12日电 C
罗终于打破西甲进球荒，在皇马12日
客场6：0狂胜西班牙人队比赛中独中
五元，从而超越皇马传奇射手劳尔，成
为队史联赛上的头号射手。

C罗在当天比赛刚开始20分钟便
连入3球，斩获个人在西甲的第28个
帽子戏法，此后，他还为本泽马送上助
攻，将比分改写为4：0。虽然比赛没了

悬念，但C罗并未停下进球脚步，他在
第62分钟和第81分钟再下两城，职业
生涯中第二次单场比赛完成五连击。

不过，梅西和巴塞罗那队没让C罗
和皇马专美，西甲卫冕冠军凭借梅西替
补登场的制胜进球，最终在客场2：1击
败了强敌马德里竞技队，以三连胜的成
绩继续占据“领头羊”的位置，皇马则落
后两分排名第二位。

C罗五球破劳尔纪录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记者卢
羽晨）据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
心13日消息，在刚刚落幕的2015年世
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上，中国姑娘以集体
全能第八的身份，直接获得明年里约奥
运会集体项目的入场券。

本届世锦赛是里约奥运会资格赛，中
国队在集体全能比赛里获得33.199分，以

第八名的身份抢下一张奥运门票。俄罗
斯、保加利亚和西班牙队分列前三。

艺术体操是打分项目，主观性较
强。据体操中心艺术体操部部长谢颖介
绍，整场比赛有三个方面非常不利：首先
是中国裁判员没有抽到签参与打分，其
次是中国队排位靠前是上半场前几名出
场，通常不易出高分，最后是实力相当的

队伍都在下半场后边出场。
谢颖表示，在面临压力和困难同时，

中国姑娘们凭着吃苦耐劳、敢打敢拼的
斗志战胜自己，也战胜了一些对手，取得
奥运会入场券。

“我们的编排还是有独特之处，有很
多新颖动作，使得全场观众给予很大掌
声，裁判也给予极大认可。这也是我们

未来继续前进的主抓方面，”谢颖说，后
面的路还是会很艰难，回来后需要改进
编排，改善完成情况，继续努力拼搏，希
望在奥运赛场取得更好的成绩。

此前，刘佳慧和徐晓岚为中国军团
赢得两个明年里约奥运会测试赛暨资格
赛个人项目资格，测试赛将于明年4月
22日至24日举行。

本报成都9月13日电（记者洪宝
光）今天，第九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暨第
六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羽毛球、乒乓
球、聋人足球等项比赛在成都开赛，我省
代表团喜忧参半，羽毛球、田径赛场传来
好消息，但聋人足球队首战失利。

上午，在成都都江堰举行的羽毛球
比赛捷报频传。首先进行的男子单打比
赛中，来自万宁的小伙黄有平在站立5
级单打中，以2：0战胜新疆选手蒋剑，使

我省代表团赢得开门红。随后进行的男
子站立4级单打中，来自洋浦的符发正，
分别以两个2：0完胜四川队的田时伟和
湖北队的李平，以小组第一出线。

下午进行的男子双打比赛中，我省
男双组合吴法新、吴民对阵香港队的邝
彤峰、欧君孝。比赛中，吴法新、吴民配
合默契，打吊结合，轻松以2：0战胜对
手，赢得男双开门红。

聋人足球赛也叫无声足球，比赛

中，教练员通过手势告知队员如何踢
球，队员只能根据教练手势进行比赛。
今天，我省聋人足球队对阵山东队，上
半场比赛中，两队踢得难解难分，以平
局收场。下半场比赛中，山东队优势得
以展示，最终以2：0战胜海南队。

田径赛场也传来好消息，王志逸获
F60级男子跳高第四名，陈运周获同级
别第五名。林壮获T38级男子跳远第四
名，王世冰获F44级男子标枪第五名。

赢得比赛更应赢得人心

中国艺体队直通里约奥运

海南五人制足球赛开踢

8支绿茵劲旅参赛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绿茵豹杯”2015年

QCF海南琼超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暨加油中国
五人制足球赛海口赛区比赛，今天在海口飓风球
场开踢，共有8支球队参加本次比赛。赛前，国际
级五人制裁判员李志中为参赛队伍授课。

据了解，经过半个月资格选拔报名，最终有8
支球队入选正式比赛。参赛的8支球队分别是海
南星启秀足球俱乐部、海南大龙青少年足球俱乐
部、海南英利足球俱乐部、儋州恋战足球俱乐部、
海口鼎煜盛君联足球俱乐部、海南苏兴建设快乐
足球俱乐部、定安远达宏涛足球俱乐部和海南佰
秀天龙足球俱乐部。

比赛采用单循环赛制，获得冠军的球队将代
表海南参加11月举行的全国大区比赛。

比赛由海南琼超体育文化发展公司、加油中
国体育社区主办，海南天龙足球俱乐部承办，华盛
中央公园协办，省文体厅、省足协为指导单位。

海南三对三篮球联赛海口赛区收兵

12支球队晋级总决赛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经过3天激烈角逐，海

南省三对三篮球联赛海口赛区比赛日前在省高级
体校收兵，获得公开组前8名和青少年组前4名
的12支球队晋级总决赛。

据介绍，本次三人篮球联赛分17岁以下男子
青少年组和18至45岁男子公开组两个组别，东
方赛区有56支队伍、海口赛区有96支队伍参赛。

获得海口赛区青少年组前4名的球队是海垦
U16一队、海垦U17一队、海尔兄弟队和海垦U16
二队，获得公开组前8的球队是狼道三队、ST洛
克二队、锦磊书香队、世达队、传承队、葑宇仝盟
队、海垦未来战士队和BT洛克一队。

近年来，三人篮球赛在海口有较广泛群众基
础，本次比赛吸引了近百支球队报名参赛。随着
我省篮球人口的增长，三人篮球赛因其参赛人数
少，场地易找，技战术更具观赏性等原因，迅速
风靡海南。特别是海口，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
后，每年举办的青少年街头体育季都将三人篮球
赛列入比赛项目，每次都吸引了从小学、中学、
大学到社会青年不同年龄段的近百支球队参
与。与此同时，肯德基、明珠广场等企业也频频
举办街头三人篮球赛，使得三人篮球赛成为我省
青少年喜爱的运动项目，在我省全民健身运动推
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本报枣庄9月13日电（记者王黎
刚）第三届全国智力运动会桥牌比赛今天
在台儿庄古城兰祺会堂开幕，率先开始比
拼的是混合团体、混合双人、青年男子双
人和青年女子双人赛，孙铭、王文霏、刘逸
倩、古玲等10多位世界冠军亮相赛场。

本届智运会桥牌比赛共设男子团
体、女子团体、混合团体、男子双人、女
子双人、混合双人、青年男子团体、青年
女子团体、青年男子双人和青年女子双
人10个小项。

混合团体赛有 35 支队伍共 202
名运动员参赛，预赛共打7轮，每轮8
副，预赛结束前四名进入半决赛。混
团赛场众星云集，孙铭、王宏利、王文
霏、刘逸倩、古玲、卢燕、冯学凤、孙燕
慧等多位女子世界冠军代表各自单位
出战。2006年获得世锦赛公开双人

赛冠军的福中、赵杰，以及孙少林、康
蒙、刘京等国家男队队员也纷纷参
赛。混团今天共进行5轮，混双32对
选手参赛，共进行 6 场比赛，每场 7
轮，每轮2副。

青年男双共39对选手参加，青年
女双共 36对选手参赛，青年组双人
赛均进行4场，每场7轮，每轮2副，
前三场结束，各组别前 28名进入第
四场比赛。青年组比赛也是藏龙卧
虎，其中参加青年男子双人赛的魏宏
济/孙世昱刚在 2015 年世界青年桥
牌公开赛中取得U20组冠军。参加
青年女双的吴骐灏、李含笑、傅博、李
欣怡曾在第15届世界青年桥牌锦标
赛获得女子组亚军。

14日，将产生青年男子双人和青
年女子双人赛冠军。

第三届智运会桥牌比赛开幕

10多位世界冠军亮相
第九届残运会暨第六届特奥会比赛首日

海南代表团喜忧参半

本报枣庄9月13日电（记者王黎
刚）第三届全国智力运动会棋牌文化博
览会今天在枣庄开幕，9大项35场活
动吸引了公众眼球。

本届文博会从9月13日起至9月
19日止，将围绕棋牌文化展示、棋牌产
业展示、棋牌互动活动、棋牌专业论坛
四项内容陆续展开。同时，文博会还将
延续“展现内涵、彰显魅力、普及大众、
促进发展”的理念，着力为参加文博会
的棋牌棋具厂商、培训机构、行业代表
及群众打造一个学习、交流、沟通、互动

的平台。
本届文博会的一大亮点是众多棋

牌名人轮班坐镇与现场群众展开丰富
的互动和交流，文博会将举办包括车轮
大战、盲棋大战、枣庄业余棋手趣味活
动、五棋挂盘讲解和桥牌趣味普及、棋
牌名手、书画笔会及书画表演、棋牌知
识趣味问答等9大项约35场活动，精
彩内容让群众流连忘返。

棋牌名家叶江川、华学明、郭莉萍、
王彦亲临现场，与棋迷朋友进行了棋牌
名手公益签赠活动。

智运会棋牌文化博览会开幕

9大项35场活动吸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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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
术体操选手
在世界艺术
体操锦标赛
上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