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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遗失声明
海南优品餐饮娱乐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海南省地方税务局通用机打
有 奖 发 票 ，发 票 代 码:
246001570414， 发 票 号 码
01604713、 01604714、
01604563、 01604642、
01604654、 01604660、
01604680、 01604690、
01604781、 01604799、
01604801、 01604843、
01604893、 01604899、
01604900、 01604926、
01604929、01604990共18张，特
此声明。

注销公告
海南天地源房地产有限公司(信用

代码9146900606233767XT)拟向

万宁市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

务人45天内前来办理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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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01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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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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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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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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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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10111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889912934

▲澄迈县金江镇兴加村民委员会
损坏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澄迈县金江镇木棉村民委员会
损坏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东方八所耀龙大厦房屋租赁服务
中心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原件，税
号:460007L66777085，声明作废。
▲东方市东海惠德药品超市遗失
中国银行东方大道支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10012298201，声
明作废。

注销公告
东方市艺豪配套装饰有限公司向

东方市工商局申请注销，债权债务

人见报日起45内办理相关事宜

兴隆酒店出售
面积120亩13876613828

驾校寻求合作
本驾校地处秀英区永万路，具备合

规的培训教学场地及教练车。现

寻 求 合 作 。 联 系 人 ：冯 先 生

13307596016

低价招租各式商家
餐饮、超市、爱慕影院、休闲足疗、

办公、酒店。18789693357 汪

盆花绿植出租
花木修剪机械出租13322027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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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 产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976651767

金源小区
现房尾盘热销，一线江景房特惠销
售中。位邻滨江路省公务员小区
和风江岸对面。热线 0898 一
65345566

根据海南省深化农垦管理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印

发的《关于海南农垦国有农场农业用地规范管理工作方案》，

在海南省农业厅、海南省国土资源厅指导下，海南农垦全面开

展承包（承租）土地界址确认、合同换（补）签等工作，推进垦区

农业用地规范管理。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凡承包、承租、使用、占用农垦土地的承包人、承租人、

土地使用人、占用人及相邻权利人，须于2016年12月31日前

与所属农场（企业）的土地管理部门联系，配合开展土地界址

确认及规范清理工作。

二、在2016年12月31日前，如承包人、承租人未配合开

展界址确认，视同放弃土地权益，原合同自动解除，所属农场

（企业）将依法收回土地；土地使用人、占用人未配合开展界址

确认，所属农场（企业）依法收回土地；相邻权利人未配合指

界，以所属农场（企业）、土地承租人、承包人、使用人、占用人

单方界址确认的界址为依据进行登记。

三、土地承包人、承租人在确认界址后，应在所属农

场（企业）规定的时间内换签并履行新的承包（租赁）合同，否

则原合同自动解除，所属农场（企业）依法收回土地；使用人、

占用人在所属农场（企业）规定的时间内未补签合同的，所属

农场（企业）依法收回土地。

四、现场进行界址确认和签订合同时，须携带个人（单位）

身份证明材料、原承包（租）合同等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2016年11月28日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海南省农垦总局）

关于海南农垦国有农场农业用地规范管理公告

本报海口 11月 27日讯 （记者
林永成）“首创奥莱·奥跑中国”2016
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大众路跑全国系
列赛海口站比赛今天在海口万绿园
举行。近千名跑友热情参赛，最终，
来自河南的杨信祥跑出36分 06秒
的成绩，夺得男子组冠军；女子组冠
军则被海口姑娘李玉锦，以42分20
秒的成绩摘得。

“奥跑中国”2016年奥林匹克体
育中心大众路跑全国系列赛由中国
田径协会、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共
同主办，是中国田协认证的A类赛
事。赛事旨在以中国各城市奥林匹
克体育中心为着力点，辐射城市运动
公园，带动日益庞大的城市跑步爱好

者人群，打造城市跑步赛事平台。这
是“奥跑中国”系列赛首次来到海口，
本次海口站赛事由万宁首创奥特莱
斯冠名赞助。

以打造“最专业的大众业余赛事”
为理念的“奥跑中国”，在海口站比赛
中，为跑友奉献了一场马拉松规格的
高标准赛事体验。比赛在海口万绿园
举行，赛道是经中国田协丈量并认证
的专业赛道，全程10公里的赛道贯穿
于万绿园热带海滨生态风景之中，椰
风阵阵，碧海粼粼。竞赛管理团队由
国际、国家级裁判员等组成，赛事设备
由服务于国际田联A级赛的技术供
应商提供，专业的组织和服务，确保了
赛事顺利安全进行。

“奥跑中国”海口站开跑
本报三亚11月27日

电（记者林诗婷）2016中
国三亚湾城市帆板邀请
赛暨国际风帆精英联盟
（总决赛），昨日在三亚湾
扬帆开赛，来自美国、西
班牙、奥地利、中国等国
的22支代表队，共400余
名选手逐浪竞技。

本次联赛共设4站，
依次为大庆、威海、上海、
三亚。活动期间，还发出
帆板摄影大赛征集令，让
三亚的国际化航海运动展
示在更多的中国摄影家镜
头之中。

三亚湾城市帆板邀请赛扬帆

2016中国三亚湾城市帆板邀请赛在三亚湾扬帆竞技。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本报海口11月27日讯（记者王黎刚）主题
为“全民健骑 绽放椰城”的2016“斯柯达杯”捷
安特&禧玛诺自行车联赛全国总决赛今天在海
口金沙湾结束，王平获得了男子大师组冠军。

获得学生组（13.5公里）、女子组（27公里）、
男子精英组（36公里）和健骑组（9公里）冠军分
别是王崇臻、黄玉莲、李瑞和林立实。本次比赛
吸引了省内外600多名骑友参加，为公路绕圈
赛，单圈距离为4.5公里。参赛选手为国内各自
行车车队、海南省内各自行车俱乐部车队及业
余自行车爱好者、各高校自行车爱好者。

本次比赛总奖金7.3万元，有9大主题：1、
自行车绕圈赛；2、单车趣味比赛；3、海南特色
美食；4、互动交流展会；5、城市骑游嘉年华；6、
全国总决赛颁奖盛典；7、车友才艺表演大联
欢；8、美食烧烤啤酒大联欢；9、幸运大抽奖。

本次比赛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捷安特中
国区总部、禧玛诺（上海）贸易有限公司主办，海
口市自行车运动协会、海南省天涯骑驴单车俱
乐部承办，海口市文体局为指导单位。

“斯柯达杯”自行车联赛
全国总决赛在海口结束

本报文城 11月 27 日电 （记者刘梦晓）
2016-2017中国男子排球联赛文昌赛区第二
轮比赛今天在文昌市排球馆开打，八一男排作
为主场迎战河北队，回到主场作战的八一队越
战越勇，最终以3：0的大比分夺得比赛胜利。

比赛第一局争夺激烈，八一队以31：29分艰
难拿下。接下来两局，八一队越战越勇，轻松以
25：17和25：14获胜。

赛后，八一队教练员和队长接受采访时表
示，客场作战时八一队输给了河北队，回到主场
后，球迷的呐喊助威让球队感受到了温暖，主场
作战的氛围也是赢得此次比赛的重要因素。

据了解，八一男排在文昌的比赛日程为：
12月4日对战上海金色年华、12月8日对战四
川、12月11日对战湖北。

中国男子排球联赛文昌赛区第二轮

八一队3：0战胜河北队

本报海口 11月 27 日讯 （记者林永成）
2016年海南省男子足球超级联赛第十轮比赛
昨日战罢。领头羊海南佳宁娜红色战车队客场
2：1击败海南师范大学队，继续保持不败，在积
分榜上遥遥领先。

卫冕冠军红色战车队前9轮比赛未尝败绩，
高居榜首。海南师范大学队近期势头也很猛，四
连胜后排名跃居第二。本轮海师大队欲借主场
之利延缓红色战车的前进势头，无奈实力稍逊，未
能如愿。上半场第16分钟，海师大队蒙鸿飞首开
纪录。失球后红色战车展开反击，第31分钟，9号
郑炫禁区内垫射扳平比分。下半场开场不久，红
色战车队由20号冯本年打入致胜进球。

另外三场比赛，三亚主场8：0大胜东方市队，
万宁队主场2：0战胜琼海队，澄迈队客场1：3不
敌海南大学队。本轮比赛后，红色战车8胜2平
积26分，领先第二名7分。万宁队升至第二。

省男足超级联赛第十轮战罢

红色战车势不可挡

广州恒大淘宝队成员在颁奖仪式上庆祝夺冠。 新华社发

本报讯 11月27日晚，2016中
国足协杯决赛次回合在南京奥体中
心打响。广州恒大在客场以2：2战
平卫冕冠军江苏苏宁，总比分双方战
成3：3，恒大凭借客场进球多的优势
夺冠，成为本赛季国内战线的三冠王
（超级杯、中超、足协杯）。

首回合在广州，苏宁和恒大战成
1：1，但赛后恒大对裁判判罚颇有微
词，为此足协在第二回合请三位新加
坡裁判执法。这场比赛也吸引了大
批球迷前来观战，球票早早售罄，最
终上座数为58331人。

比赛开始后，苏宁在前场的逼抢
十分凶悍，开场不到7分钟，他们就收
获梦幻开局，冯潇霆禁区内头球解围
出来，马丁内斯在禁区前沿直接一脚
凌空抽射破门，为苏宁取得1：0的领
先。此后两队获得的机会都不多，直
到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苏宁门前一片

混乱，保利尼奥一脚劲射将比分扳平。
易边再战，两队主帅都进行了调

整，崔龙洙用张晓彬换下谢鹏飞，斯
科拉里则用郜林换下廖力生。下半
场开始后，恒大开始逐渐占据场面优
势，但裁判在本场比赛的尺度也频频
引发场上球员的抗议。73分钟，场面
上有些被动的苏宁凭借马丁内斯的
个人能力再度取得领先，他摆脱张琳
芃后一脚低射再度破门。苏宁2：1领
先。81分钟，下半时替补登场的黄博
文禁区外突施冷箭，苏宁门将顾超对
此准备不足，皮球弹地后破门，2：2。

比赛最后阶段，双方球员场上小
动作不断，而本场裁判对局面的掌控
并不算理想，场上数次发生混乱。最
终这场较量以2：2告终，双方总比分
打成3：3，凭借客场进球多的优势，
广州恒大队时隔四年第二次获得足
协杯冠军。 （小新）

本报讯 11月27日晚，广州恒
大在两度落后的情况下两度扳平，以
客场进球多的优势，夺得本年度的足
协杯冠军。为恒大打进第二个“绝
杀”进球的是黄博文。

这已经不是黄博文第一次在恒大
落后或者陷入僵局的情况下破门得
分。这个夜晚，小黄又一次力挽狂澜。

比赛结束后，黄博文显得非常平
静，谈到那个进球，小黄说：“当时就

是于汉超传给我后，我就来了一脚，
因为当时身边也没有人防守我。”

当被问及是不是专门挑着那个死
角瞄着射门时，黄博文连声说：“没有、
没有，像这种大力射就是蒙的、蒙的。”

这已经不是小黄第一次说自己
的进球是“蒙的”，无疑这只是小黄
的谦逊之词。经常能够打入这种关
键进球，显然这就是黄博文的实力
所在。 （小于）

打进制胜入球 又一次力挽狂澜

黄博文：进球是蒙的
本报讯 11月27日晚，凭借客

场进球多，恒大最终战胜苏宁夺取
足协杯冠军，赢得本赛季联赛、杯
赛和超霸杯的三冠王。在拿到了
这个足协杯冠军之后，斯科拉里已
经在恒大拿到了所有的冠军，实现
了大满贯。

赛后发布会上，有记者问斯科
拉里，里皮用两年半的时间拿到全

部冠军，而他只用了一年半，他如何
看这种对比，是否认为自己的表现
要好于里皮？对此斯科拉里表示：

“足球是一个漫长的道路，成功不属
于里皮，也不属于我，属于我们这些
队员。真正让恒大成为亚洲霸主的
基石是这些队员。”

对于自己的下一个目标，斯科
拉里表示：“下一个目标是夺取2017

年的超霸杯冠军。还有就是在冬训
能够作出改变，希望能够有一个好
的冬训，更好地准备明年的亚冠。
俱乐部知道我的需求，我需要一个
有经验的门将，一个亚外中后卫。
因为恒大作为国脚大户，我们有三
线、四线甚至五线作战，我们的消耗
太大，我们必须弥补金英权受伤留
下的空缺。 （小文）

斯科拉里在恒大实现大满贯

斯帅：成功属于球员

2：2战平苏宁 总比分3：3凭客场进球多夺冠

恒大夺得足协杯成就三冠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