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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将书面材料自公告之日起6个月
内送我局权属登记岗，逾期我局将
核准登记，补发新的房屋所有权
证。
乐东黎族自治县住房保障与房产
管理局 2015年10月12日

注销公告
海南振德堂药业连锁经营有限公
司琼海东太好生园分店拟向琼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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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捷晖生物环境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3605701，特此声明。
▲海南言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21263101，声明作废。
▲韦盛六遗失特种作业操作证，证
件编号：452701197908231717，
声明作废。
▲海南紫景山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座落于五指山市“三月
三”大道南侧土地使用证，证号：五
国用(2008)第201号，声明作废。
▲屯昌屯城光业酒店不慎遗失公
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海南丰润凯莱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一本
（2- 1） ， 注 册 号 ：
460100000302084，声明作废。
▲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水产供
销公司不慎遗失中国农业银行陵
水县支行新村营业所开户许可证
正本，核准号:J6410003125501，
账号:21843001040000142，特此
声明作废。
▲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水产供
销公司不慎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
代 码 证 号 码:
G1046902800312550Z，特 此 声
明作废。
▲陵水昌雄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
不慎遗失中国农业银行陵水县支
行营业部开户许可证正本，核准
号:J6410014718901， 账 号:
21840001040015937，特此声明
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隆广镇广新村
民委员会不慎遗失陵水黎族自治
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营业部
开 户 许 可 证 正 本 ，账 号 ：
211201001003500000464，特 此
声明作废。
▲儋州市卫生局遗失《儋州市建设
工程规划报建审批表》和《儋州市
建设工程临时许可证》各一本，编
号：469003201403008号，声明作
废。
▲许浩（男）于2012年6月22日7
时49分在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出
生《出 生 医 学 证 明》，证 号 ：
L460196155，母亲许春妹 ，特此
声明作废。

吸收合并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海南三亚湾新
城开发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三亚华
源温泉海景度假酒店有限公司。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并
前各方债权债务由合并后的海南
三亚湾新城开发有限公司承继，三
亚华源温泉海景度假酒店有限公
司注销。合并各方债权人自本次
公告之日起45日内，可要求就债
务清偿事宜进行协商。
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
上述权利的，公司合并将按法定程
序实施。
联系人：冯超 0898-88382277
地址：三亚市三亚湾新城路 8号
海南三亚湾新城开发有限公司
东方市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

关于补办房屋所有权证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王隆亮（身份证号：
460007197007217635）自称不慎
将其位于东方市八所镇二环路西
侧金环小区的房屋所有权证（房权
证 东 字 第 00012033 号 和
00012032）遗失，现向本局申请补
发。若有异议，请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三个月内书面向本局提出，期
限届满上述房屋所有权证作废，并
按有关规定补发房屋所有权证。

注销公告
海南骏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
向海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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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百饰金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拟
向海南省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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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东县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

补发房屋所有权证公告
黄祖群，因其房屋所有权证遗失，
房产证号为：乐东县房权证乐字第
SPF201303215 号，权利人已于
2014年10月31日在《海南日报》
B07版面刊登声明作废。现向我
局申请补发该房屋所有权证。经
初步审定，现予公告。有异议者请

更正声明
上海市原材料开发投资公司在昨
天海南日报分类版刊登补发房屋
所有权证公告的内容：“并按有关
规定不补发房屋所有权证?”更正
为：“并按有关规定补发房屋所有
权证”。

注销公告
海南兴茂投资有限公司拟向洋浦
经济开发区工商局申请注销，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在公告见报日起 45
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省安进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拟
向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
登报起45天内来我司办理事宜

减资公告
我 公 司 （ 注 册 号
460000000288517）决定将注册
资本由伍仟万元变更为贰佰万元。
海南蓝海阳光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五指山山里山养蜂合作社拟向五
指山市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
务人于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合作
社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蓝色港湾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拟向陵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
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起
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万瑞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拟
向文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琼海康珈缘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拟
向琼海市工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
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天内
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智胜旅游地产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拟向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
45天内办理相关手续。

▲洋浦创艺实业有限公司遗失琼
E05833《道路运输证》一本，证号:
4620000003221，声明作废。
▲黄可喜和梁如曼夫妇于2015年
6月11日在儋州市那大镇卫生院
出生女婴一名，其出生证不慎遗
失，出生证：O460240335，现声明
作废。
▲李必金和李爱女夫妇于2008年
9月2日在儋州市东成镇长坡卫生
院出生女婴一名，其出生证不慎遗
失，出生证：I460049198，现声明
作废。
▲海南递希城科技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一件，核准
号：J6410022333301，声明作废。
▲海口欣乐贸易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副本号：2-2），
注册号：460100000247389，声明
作废。
▲海南天地人生态农业股份有限
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一本
( 副 本 号 ：2- 2)，注 册 号 ：
460100000188317，声明作废。
▲海航易生控股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邓振南不慎遗失海口市海府路
49-1号市电信局宿舍房产证，证
号：海口市房产权海房改字第
HK040471号，声明作废。
▲张守兴遗失电气中级工程师注
册证书一本，编号：2008- 2B-
0004，声明作废！
▲万宁天同商贸有限公司不慎丢
失代码证正、副本各一本。证号
为：687279123,声明作废。
▲张肖玲、郭建华夫妇于2015年2
月9日在海南兴隆红十字医院出
生女婴一名，其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60104659，婴儿名字有误，
现声明作废。
▲海南博智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海南二十一度假连锁有限公司
兴隆金新酒店遗失税务登记证正
本，证号：46000667109384-2，声
明作废。
▲冼则胜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460031197108050416，特 此 声
明。

遗失声明
五指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遗
失海南省非税一般缴款书（电脑票
三）共14份未使用，0298487763、
0298487771、 0298487894、
0298487907、 0298487915、
0298487923、 0298487931、
029848794X、 0298487958、
0298487966、 0298487974、
0298487982、 0298487990、
0298488002，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三亚海上时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发票，发票代码246001470414，
发票号码06874739至06874800，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洋浦万红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本 ， 注 册 号
460300000031482；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 ，证 号 ：浦 国 税 登 字
460040069662475号；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本，代码06966247-5声明作废。
▲五指山翡翠谷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阿里山旅游度假村不慎遗失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各一本，代码
证号：552774792，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辉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财
务专用章破损，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海南惠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
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45天内
来本司办理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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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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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铺出售

秀英永万路临街一、二楼商铺1800
平米整体代价出售 13807681686

房屋出售
秀英永万路维多利亚花园小区207
平米跃层住宅出售 18608952555

兴隆酒店转让
面积 122亩，欲求转让或合作开
发，电话13368993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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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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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学斌不慎遗失个体工商户营
业 执 照 副 本 一 本 ，注 册 号 ：
469003600110015，特此声明。
▲吴盛传遗失道路货物运输从业
人员从业资格证一本，证号：
4690030020011093136，流水号：
460000108243，声明作废。
▲褚建庚遗失滨海新天地一期购
房定金收据 1 张，收据编号：
3010959（金额：530699元），现特
此声明。
▲文昌绿岛实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财务专用章一枚、法
人私章一枚（潘天印），特此声明作
废。
▲琼海长坡蔡爱仙饲料店个体工
商营业执照副本一本，注册号：
469002600046680，特此声明作
废。
▲万宁市北坡初级中学学生宿舍
楼项目不慎遗失临时规划许可证，
证号：万住建程规临（2012）第270
号，声明作废。

▲文昌海云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
废。
▲万宁三泉种养专业合作社不慎
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本一本，代码：07570290-
4，特此声明作废。
▲万宁三泉种养专业合作社不慎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一本，证号：
琼万国登税字460006075702904
号，特此声明作废。
▲傅厚敏不慎遗失公民身份证一
张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460022198403130011，特此声明
作废。
▲韩文娟不慎遗失房屋所有权证
证号：海房权证海字32535号，特
此声明作废。
▲海南顺达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南
茂分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分）469035000000139，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证 号 ：
460035774290451，声明作废。

本报讯 10月11日，一场特殊的
歌唱比赛在海口举行，参赛选手全部是
来自海南大学EMBA总裁班的学员，
他们通过这一特殊形式，向公众传达出
了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播正能量的比
赛宗旨。

据介绍，此次活动是海南大学
EMBA总裁班五周年庆典系列公益活
动之一。参赛学员虽然不是专业歌手，

但他们还是都经过了精心准备。比赛
中，学员们以饱满的热情和充满激情的
表演，展示出了良好的精神风貌，同时
希望通过活动弘扬正气，以实际行动传
播正能量。

据悉，本次比赛由海南大学继续教
育学院EDP中心主办，后续还将举办
创业辅导沙龙、趣味运动会、摄影展等
一系列活动。 （海文）

《小王子》发新海报
本报讯 3D暖心动画电影《小王子》将于10

月16日在内地上映，10月12日，片方发布了最新
版的终极海报。

在这款中文海报中，以明亮的暖色为基调的
画风得到了延续和加强，小星星、小王子的黄围
巾、狐狸等原著中的经典元素得到真诚还原和呈
现。而以CG技术呈现的小女孩儿，则让原著粉
丝对影片的创新故事脉络极为期待。

该片改编自全球知名童话小说，在呈现形式
上颠覆了传统动画技术，其强烈的时代情怀和人
性思索，已在国外和网上掀起口碑狂潮，被誉为本
年度不可错过的力作。 （欣欣）

本报讯 10月12日上午，影评人
余泳在微博中痛告：“新中国22大影星
之一，表演艺术家庞学勤老师今晨在珠
海与世长辞，享年86岁！”

随后，阿里巴巴影业集团发行总监
张晓楠也晒出庞老生前剧照，沉痛悼念：

“新中国22大明星之一，曾拍摄《甲午风
云》、《朝霞》、《兵临城下》、《古刹钟声》、
《边寨烽火》、《战火中的青春》、《花园街
五号》等影片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庞学勤
先生于今晨去世，享年86岁，他作为当
年抗战一兵参加新四军，今年刚获得国
家颁发的抗战七十周年纪念勋章。”

庞学勤一生参演电影甚多，代表作

包括《战火中的青春》（饰雷振林）、《甲
午风云》（饰王国成）、《独立大队》（饰刁
飞虎）、《兵临城下》（饰李忠民）等。

庞学勤生于江苏阜东县东坎镇，
15岁投身革命，参加过淮海战役，在部
队当过文化教员、文工团员、炮兵连指
导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北影、长影
厂演员，1985年调任珠海市文化局局
长，2014年获第23届中国金鸡百花电
影节终身成就奖。 （钟新）

本报海口10月12日讯（记者卫小
林）海南电影票房再传捷报。记者今天
从海南院线业内获悉，截至9月30日，
全省今年前三个季度实现电影票房
2.655亿元，比2014年全年票房的2.159
亿元多出5000万元，按平均每月实现票
房2950万元计算，今年全省电影票房有
望达到3.5亿元。

据介绍，海南电影票房增速是全国
最快的。截至今年8月6日，海南全省电

影票房已经达到2.166亿元，提前4个月
时间超过了去年全年的2.159亿元。而
全国电影票房到了9月2日才达到297
亿元，成功超越2014年度全国总票房的
296.39亿元，海南与全国赶超2014年度
总票房相比，少花了将近一个月时间。

同样，截至今年9月30日，海南就有
海口中影南国影城、海口中视国际影城两
家影城总票房超过了去年全年票房。其
中，海口中视国际影城、海口中影南国影城

两家影院票房已经超过了4000万元。尤
其是海南中视院线旗下的海口、三亚两座
中视国际影城，票房更是大幅度增长，去年
1月份才开张的海口中视国际影城和去年
8月份才迎宾的三亚中视国际影城，目前
已经分别实现电影票房4100万元和3500
万元，今年全年总票房有望突破1亿元大
关，如果再加上中视旗下其他影院，全年有
望完成全省电影票房的三分之一。

业内人士解释海南电影票房增速超

越全国平均增速原因时表示，这首先得
力于海南省委、省政府对文化产业的大
力扶持。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在省文
体厅等文化主管部门引导支持下，海南
全省新增影城10多家，这些新增影城产
生的票房，对海南电影票房增幅贡献巨
大，成了助力海南电影票房更上一层楼
的主力军；再次是新兴的观影需求得到
充分挖掘和满足，尤其是新增影城的“多
厅、多功能、高科技、多体验”特色，使电

影票房增长的同时，也促成了影城卖品
等多方面收入的增长。再次是越来越多
影片特别是国产片的卖座，为海南电影
业注入了电影票房快速增长的源泉。

据悉，今年年底前，海南还有儋州第
二家中视影城等新影院开业，随着银幕
数量持续上升，尤其是国产卖座片的相
继爆发，年底前还将迎来电影票房高涨
的贺岁档，海南今年总票房达到3.5亿
元指日可待。

本报海口10月12日讯 （记者卫
小林）由著名演员兼导演陈思诚自编
自导的喜剧电影《唐人街探案》已经制
作完成，记者今天从海南几大院线获
悉，该片将于12月31日在海南与全国
同步公映，届时王宝强将在泰国上演
囧探喜事。

据介绍，《唐人街探案》由王宝强、
刘昊然领衔主演，另有小沈阳、肖央、马
浴柯、赵英俊、桑平等人助阵，阵容可谓
强大。作为编剧、导演的陈思诚，只在
本片中客串演出，该片也是陈思诚从一
个纯粹的演员转型为编剧、导演后的又
一部新片，只不过，他没有像很多人期
待的那样，去继续他的前作《北京爱情
故事》的相关创作，而是选择了一个全
新项目——将喜剧和悬疑推理融合的

《唐人街探案》。
记者了解到，《唐人街探案》几乎全

部外景都在泰国拍摄，讲述的是刘昊然

饰演的少年秦风警校落榜后，跟着远房
表舅、王宝强饰演的唐仁去泰国散心。
表舅自称“唐人街第一神探”，全泰国的
大爷大叔小猫小狗没有不知道他的。
但相处一些日子后才发现，表舅根本不
是什么神探，而且还让外甥意外发现他
的无能和猥琐。更为离奇的是，表舅还
在某个夜晚沦为一桩凶案的嫌疑人，遭
到多人指责。为躲避追捕，调查真相，
外甥和表舅不得不一起踏上亡命天涯
的囧途。舅甥两人的泰国之旅，在陈赫
饰演的疯狗警察黄兰登和肖央饰演的
草包警察坤泰的追捕中窘态百出。

业内人士认为，《唐人街探案》无论
类型还是主演抑或取景地，都堪与《泰
囧》媲美。今年贺岁档里，王宝强将带
观众领略一回囧探喜事。

田华守承诺赢得点赞
本报讯 10月12日晚，浙江卫视《我不是明

星》播出第7季第5期节目。著名电影表演艺术
家田华为守承诺，连儿子临终也没能相见，她此举
获得网友点赞。

节目中，田华之孙杨潇因父亲去世而选择退
赛回家扛起家庭重担。为支持孙子退赛选择，田
华也亲临节目现场并向观众致歉。在谈到儿子去
世时，田华自曝儿子去世当天，她为了遵守承诺而
去当评委，结果没能与儿子相见。田华说：“我是
一个非常守信用的人，我承诺了别人的事情，就一
定要完成。” （欣欣）

余少群《密室》逆袭
本报讯 10月11日晚，《星星的密室2》（简

称《密室》）如约归来，由2400个老鼠夹构成的复
杂的迷宫密室，让观众深感震撼，同时余少群也在
节目中成功骗过所有玩家逆袭称王。

本期节目最大的赢家非余少群莫属。在读
心密室中，他通过强大的表情管理能力和洞察能
力，连用“逆向思维，剑走偏锋”、“丢出线索，制造
矛盾点”、“放出烟雾弹，扰乱敌心”三大心理战
术，将对手骗得团团转，最终获封“最强欺诈师”
称号并逆袭称王。 （欣欣）

双11狂欢夜即将来袭
本报讯 湖南卫视近期连放大招，备受关注

的《全员加速中》首度揭开神秘面纱，专治各种家
庭疑难杂症的新节目《恋家有方》也于10月12日
开播，而正在筹备中的“2015双11狂欢夜”，也将
于11月10日开播。

据介绍，湖南卫视与阿里巴巴合作已久，在
11月10日当天近4个小时的狂欢夜里，国内外众
多知名企业将集体亮相，国际知名品牌、国内传统
和新锐品牌竞展风流，双11狂欢夜不仅仅是明星
绽放魅力的舞台，也将成为电子商务企业在双11
倒计时中的盛大阅兵。 （欣欣）

海南电影市场增速超全国
今年全省票房预计将比去年增收1亿多元

电影表演艺术家
庞学勤去世
享年86岁

海大EMBA班歌唱赛落幕

《唐人街探案》学《泰囧》赴泰取景

贺岁档王宝强将演囧探喜事

据新华社洛杉矶 10 月 11 日电
（记者张超群）20世纪福克斯公司出品
的科幻题材影片《火星救援》上映进入
第二周后，继续领跑北美周末票房榜。

《火星救援》改编自美国作家安
迪·韦尔2012年同名小说，由美国男
星马特·达蒙主演，讲述美国宇航局一

支执行火星勘察任务的小队在火星上
突遇强雷风暴，达蒙主演的宇航员马
克在风暴中与队友失去联系并自力更
生等待救援的故事。

该片上映第二个周末入账3700万
美元，较上一周下滑32％，但耗资1.08
亿美元制作的《火星救援》，上映10天

后已成功突破1亿美元票房大关。
与近两年的《地心引力》和《星际穿

越》两部太空片相比，《火星救援》比去
年《星际穿越》上映10天时的9690万
美元票房高出12％，但不及包揽最佳
导演等 7 项奥斯卡奖的《地心引力》
2013年同期获得的1.22亿美元票房。

《火星救援》再登北美票房榜首

《唐人街探案》里的王宝强

庞学勤生前生活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