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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文昌清澜兴发电讯店不慎遗失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通信费资金往来（暂收、暂付）专用

收据（保证金押金10000元）一张,

编号：2340043，声明作废！

▲文昌清澜兴发电讯店不慎遗失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通信费资金往来（暂收、暂付）专用

收据（购机押金3000元）一张，编

号:455719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洋浦捷近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拟向

洋浦经济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自登报日

起45天内到我司办理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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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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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1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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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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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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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谨 慎 选
择，与本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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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贸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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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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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昌屯城东林电信（移动编号
HNTCZ006）不慎遗失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屯昌分公
司店面押金（20000元 ）及购机押
金（10250元），现声明作废！
▲海口美兰百豪祥海鲜加工店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一本，注册号
460108611218423，声明作废。

盆花绿植出租
花木修剪机械出租13322027316

解除合同通知
海南御康国生堂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贵我双方2016年1月7日签订
《租赁合同》后我司将场地移交给
贵司，但贵司自5月起拖欠租金至
今，经我司多次追缴后，贵司依然
未付款，该行为已经构成违约，现
我司正式通知如下：
1.即日起解除与贵司签订的《租赁
合同》。2、贵司收到本通知3日内
与我方办理移交手续，依据合同结
清拖欠租金以及违约金并将场地
移交我方。3、若不及时办结我方
将强制清场，由此产生一切法律后
果由贵司承当。
海南锦源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16年9月11日

求购房地产项目、开发土地
某上市企业为满足公司发展，寻购

权属清晰的地产项目（在建待建均

可 ）或 土 地 ，欢 迎 中 介 。

18976333878

转让公司100%股权
公司主要资产为澄迈县马村镇的

136296.19 平 方 工 业 用 地 和

30225.90平方厂房，距离马村港

仅约200米。有意购买者请联系

邓总：18689986701

旺铺招租
现有海口市区旺铺出租（位于白龙

南路琼苑宾馆旁），面积约400m2

（共二层楼）。铺面地处繁华路段，

适宜经营酒吧、餐饮（凭证经营）

等，租金每月1.6万元起，有意者请

于见报三日内联系肖先生，电话：

65385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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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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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海金遗失身份证，证件号：
46000419841017524X，声明作废。
▲张瑞峰不慎遗失建筑工程施工
许可证副本，编号NO00008154,
声明作废。
▲中城建（乐东）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16323001，声明作废！

关注美网

本报海口9月11日讯（记者王黎
刚）经过两轮的角逐，2016海南省青
少年高尔夫球巡回赛（神州半岛站）
今天在万宁神州半岛高尔夫球会收
杆，李林强和孟霖分别获得了男女A
组总杆冠军。他俩也取得了11月澳
大利亚希尔斯青少年公开赛的参赛
资格。

本站比赛适逢教师节，赛事组委会
特别邀请了海口中学、三亚四中、海南
省体育职业技术学院、澄迈二小、洋浦
小学、农垦中学6所学校的7位老师到
场参与“师恩似海”主题活动。

我省今年首次将青少年高尔夫

巡回赛列入全民健身运动会比赛项
目。女子A组的争夺异常激烈，13岁
的蔡丹琳升组参加比赛且表现不俗，
在首轮比赛中她以一杆之差落后同
组的孟霖。蔡丹琳在今天举行的决
赛轮中发挥出色，抓获6鸟。她在15
号洞比赛后成绩已经追平孟霖。面
对蔡丹琳的紧追不舍，孟霖决赛轮的
表现同样出色，仅在15号洞吞下一个
柏忌，最终，孟霖以两轮共 137 杆
（69-68）的成绩夺得女子A组冠军。
蔡丹琳以两轮共138杆（70-68）的成
绩获得女子A组亚军。获得男子A
组亚军和季军的分别是吴汶轩和张

艺敷。获得男子B组冠亚季军分别是
许一九、张凯淞和郑秉丞。获得男子
C组冠亚季军分别是王梓、赵均霖、尹
帅奇。获得女子C组冠亚季军分别是
潘洁红、李嘉赢和张隽源。获得男子
D组冠亚季军分别是李嘉伟、吴祖旭
和高梳然。获得女子D组冠军的是
王壹。获得男子E组冠亚季军分别是
李嘉冠、何东霖和张天彬。龙俊孜获
得了女子E组冠军。

本次比赛由省政府主办，省文体
厅、省教育厅、省高协、省体育职业技
术学院承办，省高协青少年管理和竞
赛工作委员会协办。

省青少年高球巡回赛神州半岛站收杆

李林强和孟霖分获男女A组冠军
本报海口9月11日讯（记者王

黎刚）经过两天的比拼，2016年海南
省全民健身运动会业余游泳比赛今
天在海口结束。103名省内游泳发
烧友体验了一把快乐竞技的感觉。

本次比赛设 4个项目，按 4个
年龄段进行分组角逐，突出了“全
民参与、全民运动、全民健康”的理
念。参赛选手来自省内各行各业，
最小的13岁，最大的59岁。来自
万宁的29岁选手张道琳是第一次
参加比赛，几年前他还是个旱鸭
子，来海南读大学后才慢慢学会游
泳。他没想到能参加省级游泳

赛。他说：“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参
赛经历，能将全民健身运动会‘我
健身我快乐’的精神用在工作中，
让更多的万宁市民参与到全民健
身活动中来。”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
比赛的宗旨是让更多市民群众参
与到全民健身运动会中来，使更多
的人能够掌握游泳技能，提高身体
素质。

本次比赛由海南省人民政府主
办，海南省文体厅、海南省体育总会
承办，海南省体育赛事中心等单位
协办。

省全民健身运动会业余游泳赛落幕

百名发烧友体验快乐竞技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9月10日
电 国际残奥委10日在例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对运动员的表现表示非常满
意，同时非常担心早该抵达但迄今不见
踪迹的阿尔及利亚女子盲人门球队。

国际残奥委新闻主任克雷格·斯
潘塞说：“9日的比赛太棒了，残奥会
上高手不断涌现，雄心勃勃准备拿7
块奖牌的美国选手塔·麦克法登在
100米比赛中被击败，而古巴的奥·
杜兰德跑得越来越快，她的成绩是
11秒40，相当惊人。中国在游泳比
赛中的表现非常突出，他们赢得了多
枚金牌，并打破了多项世界纪录。”

斯潘塞对早该抵达里约却下落
不明的阿尔及利亚女子盲人门球队
表示担心。阿尔及利亚队原定于9
日与美国队比赛，由于她们没有出
现，这场比赛不得不取消。

斯潘塞说：“由于阿尔及利亚队

没有参加比赛，所以这场比赛判定美
国队获胜，比分为10：0。但是我们更
关心的是这支球队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们只是知道她们还没有进入巴
西。”

斯潘塞介绍说，阿尔及利亚女
子盲人门球队的5名队员和两名教
练本该在9月5日从波兰华沙的训
练营动身来里约，但迄今未露面，并
错过了她们与美国队的首场比赛。
阿尔及利亚残奥委给出的解释是这
支球队遭遇了多次航班延误、航班
取消和错过转机时间等等意外。

斯潘塞表示他无法接受阿尔及
利亚方面给出的解释：“我常常在全
球各地飞来飞去，通常情况下即便
错过一次转机，但终究是会抵达目
的地的。我们仍在努力，希望阿尔
及利亚方面能够给出一个合乎情理
的解释。”

国际残奥委满意选手表现
阿女子盲人门球队下落不明令人担心

新华社秦皇岛9月11日电（记
者杨帆）11日，中超球队河北华夏幸
福在秦皇岛召开了新帅佩莱格里尼
的媒体见面会。“智利工程师”表示，
中国足球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时期，未
来3年希望能将华夏打造成为有战

斗力的顶级球队、一支亚洲豪门。
发布会上，一头银发的“智利工

程师”携教练团队现身。佩莱格里尼
此次带来中国的团队包括了助理教
练、体能教练、守门员教练，此外还有
队医和理疗师，他们大部分跟随佩莱
格里尼从西甲开始征战欧洲足坛，拥
有丰富的执教经验。

作为现役执教欧洲豪门的教练
员，佩莱格里尼表示，自己之前的确
拿到过一些来自欧洲顶级俱乐部的
邀请，但这对自己吸引力并不是很
大。“在华夏俱乐部阐明了自己的目
标后，这深深吸引了我。”

华夏幸福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叶珺
在发布会上解释说，俱乐部希望在3年
内、5年内获得联赛冠军，首先是国内，
其次是国外。“俱乐部和人一样，没有雄

心壮志，就无法驱动热情，这一点我们
和佩莱格里尼先生的目标是一致的。”

佩莱格里尼表示，中国是自己执教
的第六个国家，与球队签约的3年只是
第一步，希望能带领球队踢出美丽足
球、进攻足球，获得尽可能多的进球。

“中国足球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时
期，这次来到中国，希望带领华夏幸
福踏上一个更高的平台。”佩莱格里
尼表示，这个赛季还剩下6到7场比
赛，会根据对手和球队现状进行战术
安排，还要放眼长远。

佩莱格里尼说，将立足下个赛
季，把河北华夏幸福打造成为一支有
战斗力的顶级球队。“河北华夏幸福
是一家有高远理想和长远规划的俱
乐部，我将奉献我的全部经验力量，
帮助俱乐部完成三年规划。”

世界名帅佩莱格里尼：

中国足球正处黄金期

新华社纽约9月10日电（记者
李博闻）二号种子、德国人科贝尔10
日以6：3、4：6和6：4击败了10号种
子、来自捷克的普利什科娃，获得美
网冠军。

在美网夺冠并成为世界第一后，
德国女将科贝尔表示，自己已经准备
好迎接这样的压力。现年28岁的科
贝尔也成为在公开赛时代，继中国球
员李娜之后第二位在28岁后夺得个
人头两个大满贯冠军的球员。

“我觉得我准备好了，在澳网得
到自己的第一个大满贯冠军后，我
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但最终我调整
过来了，”科贝尔说，“成为世界第
一，每个人都想打败你，别人没什
么损失的，我会去迎接挑战，因为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位置，为了
它，我会拼命地训练让自己变得更
强，争取在第一的位置上尽可能地

待久一些。”
今年，28 岁

的科贝尔先是在
一月的澳网中收
获了个人首个大
满贯冠军，随后
又在温网打入决
赛获得亚军。在下
周最新的女子网球
协会（WTA）世界排名
中，她将超越小威廉姆斯
荣登世界第一，结束小威自
2013年2月18日以来，对于世界第
一长达三年多的统治。

科贝尔也成为自1975年电脑介
入世界排名统计以来，网球名宿格拉
夫之后，第二位成为世界第一的德国
女球员，同时也是首次成为女单世界
第一的球员中年龄最大的一位。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
梦想能赢得大满贯，成为世界第
一，现在梦想成真了，这令人难以
置信，”科贝尔说。

科贝尔档案
国籍：德国
出生日期：1988年1月8日
身高：1.73米
体重：68公斤
特点：左手持拍（双手反拍）

男双决赛
杰米·穆雷（英国）/索阿雷斯（巴西）

2：0 布斯塔/加西亚（西班牙）

夺得美网女单冠军，成为年龄最大的世界第一

科贝尔：能承受 的压力

⬅ 11日，在中超第24轮比赛中，富力队主场1：1平申花队。 新华社发

科
贝
尔

9月11日，2016年亚欧男子乒乓球全明星
对抗赛在广东东莞结束，亚洲队最终以6：4的
总比分战胜欧洲队。

图为樊振东在比赛中回球，他以3：0战胜
白俄罗斯选手萨姆索诺夫。 新华社发

乒乓球亚欧全明星对抗赛收拍

亚洲队胜欧洲队

海口举行“双创”
足球主题嘉年华活动

本报讯“自在海口·魅力足球”海口首届
“双创”足球主题嘉年华之“热爱海口”文明环保
活动11日在海口世纪公园举行。

来自海南第二春足球俱乐部工作人员、学
生及家长和海口世纪公园环卫工人、世纪公园
工作人员、安居客公司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参与
此次环保行动。活动旨在呼吁市民关爱环卫工
人、保护生活环境，为创建文明海口营造良好的
足球文化氛围。

冯秀琴是第二春足球俱乐部培训班小球员
唐显庚的母亲，当她收到本次活动邀请通知时
便一口答应参加。说起参与活动的初衷，冯秀
琴说：“教育孩子最好的方式就是以身作则，我
参加活动最主要目的就是给他树立一个榜样，
也希望通过活动让更多人参加到‘双创’中来，
为‘双创’做一点贡献。”

本次环保行动由海口市文化广电出版体育
局主办，海口市足球协会、海南第二春足球俱乐
部、城建集团·海口世纪公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承办，海南爱动体育网协办。 (体讯）

万长松当选
海口市篮协首任会长

本报讯 海口市篮球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第
一次会议近日在海口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会
长、副会长等协会主要职务人选。万长松当选
为海口市篮球协会第一任会长，柯行生、黄行荣
等三人当选为副会长。万长松表示，海口市篮
协成立意在努力把海口打造成篮球城市，让篮
球成为海口一张闪亮的名片。

海口市篮球协会成立旨在为海口篮球的发
展做出积极的贡献。海口市篮协领导班子成员
来自海口各行各业，具有民间协会组织所应具
备的广泛性与专业性。据了解，协会理事中既
有海口市四个区的代表，还有企业、学校（高等
院校及中学）、新闻媒体及民间人士。 （体讯）

魏来传射建功

国青完胜哈萨克斯坦
据新华社昆明9月11日电（记者丁怡全）

11日，2016曲靖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迎来第
二个比赛日，中国国青队和哈萨克斯坦国青队
在云南省曲靖市文化体育公园体育场内进行了
比赛，中国队魏来传射建功，帮助中国队3：0完
胜哈萨克斯坦队，迎来本次赛事首胜。

关注海南全民健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