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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美华荷泰酒店三、四楼招租
经营KTV、精装修面积1500m2，
白龙南路83号0898-65235301、
18976965636 严女士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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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和贷款66236622
专业办理贷款利息低可当日放款
友谊广场七楼 13707565563

遗失声明
海南美立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不
慎 遗 失 税 控 盘 ，号 码:
499906805601，发票专用章1枚，
发票领购簿一本，增值税普通发票
15 张，代码:4600161320,号码:
01392514-01392528，声明作废。
▲施洪杰不慎遗失恒大海囗湾楼
宇认购书，认购书协议号为:
150586，特此声明作废。
▲朱振明遗失房屋租赁证，地址：
晋江村98号一楼，房屋租赁证证
号：美房租赁[2015]第 13404号，
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创新国际会议接待中心有
限公司遗失单位公章一枚，声明作
废。
▲海口洪吉电力线路器材设备有
限公司遗失增值税发票一张，发票
代码：4600153130，发票号码：
0144042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海南满昌园旅游山庄有限公司拟
向屯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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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公告
现有邓容威向我处申请办理继承
邓 桂 良（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440623194906141254）名下位于
海口市龙华区金垦路13号碧湖湾
A栋2层A-1-202房的房产（房产
证号：HK401768）的公证手续。请
利害关系人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七日内向我处书面提出异议。联
系人：王先生，电话：68593602

海南省海口市琼州公证处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贷 款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984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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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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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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292037
乐东 13807540298

陵 水 1364754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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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76599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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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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红城湖路怡田公寓1001房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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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889912934

注销公告
海南普能太阳能设备有限公司拟

向工商局申请注销，凡与本单位有

债权债务的单位和个人，请于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
理相关事宜。

▲高建萍不慎遗失父亲高凤义骨
灰存放证，证号：海口市殡仪馆安
乐宫4架5行10号，特此声明。
▲陵水英州广利源建材销售部遗
失中国农业银行英州支行注册的
对 公 帐 号 ， 核 准 号 ：
J6410016663801，账 号 ：21-
844001040002980声明作废。
▲海南卫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税控盘、海南省增值税普通发
票，发票代码：4600153320，发票
号码：04424295-04424394声明
作废。
▲海口市琼山光头强小吃店遗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证 号 ：
460107600246522声明作废。
▲黄俊理遗失驾驶证，证号：
440825196711083974声明作废。
▲海南华深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00529602声明作废。
▲汕头市达濠建筑总公司海南分
公司遗失三亚建行临时账户开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420000003401声明作废。
▲林国财遗失房屋租赁证，编号：
美房租证（2012）第3482号，声明
作废。
▲王丽娟遗失身份证，证号：
460027198302176223声明作废。
▲海南红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一本，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RCEFD66，声 明
作废。

公 告
文昌文城马来风味餐厅：

本委受理的符积宏、阮基兴、韩雪

芳、符国锐、陈仕喜与被申请人你

单位劳动争议案（文劳人仲案字

〔2016〕第29、30、31、32、33号），

现已作出裁决 (文劳人仲裁字

〔2016〕第 34 号、第 35 号、第 36

号、第37号、第38号)。因无法送

达你单位，限你单位在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委（文昌市清澜开发

区市政府主楼 407，联系电话：

0898-63330257）领取裁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文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6年7月17日

注销公告
保亭县永恒什玲鸡养殖专业合作

社拟向保亭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

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登报之日起

45天内来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关于补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公告
澄国土资告字[2016] 29号

蔡汝文不慎遗失金江国用（1993）

字第111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土

地登记座落为澄迈县金江镇文明

路东侧，登记面积73.10平方米，

该土地权利人已于2016年7月7

日在《海南日报》上刊登遗失并声

海南省留学服务中心
专业机构 保障权利66699666

明作废，现向我局申请补办新的土

地证，经初步审核，我局决定公告

注销金江国用（1993）字第 1115

号土地使用证。有异议者请自本

公告登报之日起30日内将书面材

料 送 达 我 局 地 籍 岗（电 话 ：

67629320），逾期我局将依法核准

登记，补发新的土地使用证，原证

作废。 澄迈县国土资源局

2016年7月14日

减资公告
海南荣群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拟向

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减资，

注册资本由原来的300万人民币

减至10万人民币，债权债务不变，

特此公告。

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补发房屋所有权证公告
海住建房[2016]588号

邝振雄向我局申请补发位于海口市

大同路34号海口电业公司宿舍8-

102房的房屋所有权证,房产证号:

91509,经查,申请人持有的91509

房屋所有权证已登报挂失,现公告

注销该房屋所有权证。若有异议,

请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五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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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2016年7月8日

▲白沙黎族自治县贷款担保有限
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3938701声明作废。
▲陈丽露遗失报到证，编号：
350784199109170027，特 此 声
明。
▲张建忠不慎遗失中国海南海花
岛2号岛299栋605单元，认购书
编号0200992，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红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法
人章、财务专用章不慎遗失，现声
明作废。
▲临高县新盈文佛石场不慎遗失
税务登记证正本、副本各一本，证
号：460028197105260014，声明
作废。
▲宋泽义、帅淑齐遗失广州天力物
业发展有限公司海口公司收据一
张，编号：6009594，金额:3000
元，特此声明作废。

▲海口火山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海南省地税机打发票两张，发
票代码:24001570414发票号码:
03769518 和 05831387 两 张 发
票，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成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因公
章、合同章、财务章变形声明作废。
▲王永斌和李晓英夫妇于2009年
12月1日在松涛职工医院出生女
婴一名，其出生证不慎遗失，证号：
J460020325，现声明作废。
▲李金国和吴金丽夫妇于2009年
7月27日在儋州市保健院出生男
婴一名，其出生证不慎遗失，现声
明作废
▲海口荣鼎建材实业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证号为:
460100767482279,声明作废。
▲海口府城皮革制品厂不慎遗失
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为：海口市
国用（2013）第 001192 号。现声
明作废。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吴雅菁 记者叶
媛媛）“你看，大家走了以后都自觉
把垃圾带走了，地上多干净，这里
可是刚举行了一场晚会，现场近千
人呢，就这一点就能说明咱老百姓
都已经把‘双创’融到自己的生活
里了！”7月16日晚上，“2016酷秀
一夏·海口‘双创’好歌声”评选活
动总决赛在万绿园中心广场激情
上演，活动中负责卫生保洁的环卫
工人李大姐说。

她今天晚上的工作本来是保
洁，现在却可以忙里偷闲在一旁看
看节目啦。不过李大姐绝不是偷
懒，而是互相感染互相带动“垃圾不
落地”的文明行为，让她也能和大家
一起感受现场的欢乐氛围。活动执
行单位海口广电双创频道在每个座
椅上均放置了环保垃圾袋，加上主
持人多频次的“垃圾不落地”倡导，
让文明卫生的理念在现场的市民中
得到了很好的传递。

据悉，“2016海口‘双创’好歌
声”评选活动由海口市“双创”工
作指挥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
指导，海口广播电视台、龙华区

“双创”工作指挥部以及海南酷秀
集团联合主办，海口市音乐家协
会协办，海口广电双创频道全程
执行。“双创”周年来临之际，由海
口广电双创频道特别策划，活动
旨在通过多种艺术形式传递“双

创”正能量，展现海口全市上下积
极参与“双创”的热情。

本次活动从今年5月 20日召
开新闻发布会以来，不仅吸引了音
乐创作人的投稿，教师、厨师、保
安、大学生、交警、退休老人等普通
市民也纷纷积极参与。组委会前
期共征集作品100余首，经过专家
评审团初审、复审，最终确定《争做
海口好市民》《椰城守望者》《幸福
椰城双创颂》《我就在海口》《三角
梅之歌》《全民双创》《助人也是
福》《美丽海口我的家》《小手拉大
手 你我一起走》《开创美好的明
天》《海口谣》等11首参赛曲目进

入总决赛。参赛作品主题紧扣“双
创”，各种风格和类型的作品展现
了海口的美丽环境和幸福生活，彰
显了城市温度和发展活力。

80 后的三亚黎族小伙麦昌
崛，特意请假从广西赶回海口参加
总决赛。他告诉记者，自己在广西
打工，过年的时候回海南探亲，惊
讶并欣喜于海口的变化。这次通
过微信看到“‘双创’好歌声评选活
动”举行的消息，对家乡海南的热
爱和祝福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于
是这首旋律轻快歌词温馨的《助人
也是福》应运而生。67岁的退休
老人许环烈自从参与到评选活动

之后，不仅自己进行歌曲创作，还
四处奔走，联络了 12名有着共同
爱好的大姐阿姨，组成了椰城女子
组合，自己掏腰包请人编曲编舞，
就是想把“双创”给百姓带来的幸
福感更好地展现出来。11 首歌
曲，11个感人的故事，为现场观众
奉献了一台视听盛宴，也带来了很
多温暖的感动。

记者注意到，在6号作品《全民
双创》进行表演的时候，现场助演
的是台上台下欢乐起舞的125名健
康舞大妈，她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广
场舞、健康舞舞蹈队，但其中很多
人都亲身投入“双创”一线，也在自
己的生活中积极发动亲友们一起

“双创”。
“以前不管是听歌还是唱歌，

都是一些歌星的流行歌曲之类的，
总觉得原创离我们太远，今天一股
脑唱的都是写咱们海口自己的歌
曲，感觉特别不一样，特别亲切，像
是在听自己身边的故事。”现场不
少市民听了参赛选手的原创歌曲
之后有感而发。

经过一个多小时激烈的角逐，
《椰城守望者》获一等奖；《全民双
创》、《美丽海口我的家》、《小手拉大
手 你我一起走》获二等奖；《助人也
是福》、《我就在海口》、《海口谣》获
三等奖；《争做海口好市民》、《幸福
椰城双创公布》、《开创美好的明
天》、《三角梅之歌》获优秀奖。

海口“双创”好歌声总决赛举行

“双创”融入生活 市民唱出幸福

本报那大7月16日讯（记者王黎
刚）中国海南儋州第7届国际象棋特
级大师超霸战结束了第八轮即倒数
第二轮的争夺。积分领跑的俄罗斯
棋手涅波姆尼亚奇完胜卜祥志，以1
分的优势进入收官战，几乎已将半个
冠军奖杯揽入怀中。

今天进行了5盘棋的较量，只有
一盘棋分出高下，其他4盘棋均告
和棋。昨天败走麦城的俄罗斯棋手
涅波姆尼亚奇本轮重整旗鼓，先手
与中国棋手卜祥志在西班牙开局中
摆开战阵。开局过后，棋盘中心呈
现封闭状态。卜祥志由于空间较
小，局面有些被压制。此后，卜祥志

冲起王翼兵有些草率，给了涅波姆
尼亚奇攻王的良机。涅波姆尼亚奇
调遣后车马象，不断给黑方制造威
胁，卜祥志疲于防守，最终顾此失
彼，城池不保。

其他4盘棋均以和棋收场，上届
冠军王玥与赛会头号棋手丁立人波
澜不惊地战成马兵残局，不到三小时
便偃旗息鼓。

棋后侯逸凡与余泱漪一役随后
结束。两人势均力敌，在第一时限过
后形成重复局面，握手言和。赛后两
位同龄人在分析室里进行了长时间
的拆解和分析。

乌克兰老将伊万丘克与匈牙利

棋手列科的战斗持续了 5 个多小
时。这两位前世界亚军激战了77个
回合，谁也无力突破对方防线，最终
形成单象对单王的官和局面后收兵
作和。值得一提的是，两位最具名气
的大咖在本届儋州赛上还未尝胜绩，
明天收官战会开张吗？让我们拭目
以待。

今天最晚结束的一盘棋来自中
国棋手王皓和印度名将哈里克利
斯纳。两人大战将近6个小时，历
经146个回合，最终在单车对车象
的残局中僵持不下各得半分。这
盘棋也是开赛以来耗时最长的一
盘棋。

儋州国际象棋特级大师超霸战临近尾声

两位前世界亚军还没赢过棋

选手在比赛中。 周志军 摄

女足“核心”任桂辛
因伤无缘奥运

据新华社巴黎7月15日电（记者张寒）刚
公布奥运“18＋4”名单的中国女足时隔6天再
次面对艰难抉择。法籍主帅布鲁诺15日确
认，作为中场双核之一入选18人奥运参赛名
单的长春女足队长任桂辛因伤将无缘出征里
约奥运会。

里约前奏

中欧男篮对抗赛

中国队两连胜
据新华社南京7月16日电（记者王恒志）

2016中欧男篮对抗赛16日继续在江苏昆山进
行，中国队虽然在篮板球上输给对手17个，但
凭借更准确的命中率以71：67击败德国队，取
得本次比赛两连胜。

本次对抗赛是中国队里约奥运会前在国内
的最后热身赛，本场比赛郭艾伦轮休，易建联、
赵继伟、丁彦雨航、周鹏和王哲林首发出战。

出场不到18分钟的易建联拿到全队最高
的17分，李根8投5中也有16分入账，周琦出
战20分钟拿到9分2个篮板。

澳大利亚瞄准
奖牌榜前五名

据新华社堪培拉7月15日电 澳大利亚
将力争在里约奥运会上获得 15 至 16 枚金
牌，争取进入奖牌榜前五位。这是澳大利亚
里约奥运会代表团团长姬蒂·奇勒14日在启
程前往里约前的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透露
的目标。

澳大利亚将组成由410名运动员、300多
名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奔赴里约，参加28个大项
中除手球和击剑之外的26个大项的比赛。

4年前的伦敦奥运会是澳大利亚代表团的
“滑铁卢”，8金15银12铜，列金牌榜第八位，是
自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以来澳大利亚军团
的最差战绩。

巴西政府重审
奥运会安保系统

据新华社巴西利亚7月15日电 在法国尼
斯发生恐怖袭击案之后，巴西代总统特梅尔于
15日主持召开紧急会议，重审即将在不到一个
月后开幕的里约奥运会安保系统。

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国防部长容曼指
出，尼斯恐怖袭击案给巴西以警示，同时也提供
了经验和教训，要求我们要对奥运会安保作出
新的评估，并且采取新的措施。

他表示，奥运会的安保会“更加严厉”，安
全人员将强化对比赛场地和交通的控制，如增
设检查站等。由此可能对城市运转造成一定
混乱，但政府将在所不惜，希望得到民众的谅
解和支持。

全国青少年举重赛收兵

海南队获4金5银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6年全

国青少年举重锦标赛日前在江西新余
落幕。经过激烈角逐，海南举重队获
4金5银5铜。

共有全国47支队的551名青少
年运动员报名参赛。海南派出9名选
手参赛。其中，邓小芳获女子14岁以
下组48公斤级3枚金牌，何岳基获男
子14岁以下组52公斤级抓举冠军、
挺举亚军和总成绩亚军。

据介绍，海南举重近年成绩突飞
猛进。省举重队教练史明、王远义和
揭小妹针对每个队员的不同能力、特
点，因材施教、注重规律、科学管理，总
体训练水平和比赛成绩大幅提升。海
南举重队的后备力量培养不断进步，
在全国青少年举重锦标赛中成绩有明
显提高，尤其在小级别比赛中涌现出
一批大有潜力的好苗子，为青运会、全
运会甚至是奥运会储备了人才。

选手在比赛中。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吴雅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