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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澄迈县老城镇白莲社区居民委
员会倘村村民小组遗失机构信用
代 码 证 ， 编 号 为 ：
Q54469023005984508，特 此 声
明。
▲海口艺飞扬广告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海南省地方税务局通用机打
发票，发票代码：246001160413，
发票号码：04991987，声明作废。
▲杜诗圣不慎遗失海南恒大金碧
天下240栋1302房住宅购房相关
收 据 ，编 号:HNHK0011874，
HNHK0011873，
HNHK0011872，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琼海国都旅业有限公司拟向琼海
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
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后45天
内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公场眼镜有限公司拟向三亚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登报之日起45天内
来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东方景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注册
号 469007000014321)拟向东方
市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
45天内到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房 产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976651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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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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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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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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超先遗失技工证，证书编号：琼
建技岗460020120555，特此声明。
▲王嘉繁不慎遗失就业通知书，编
号：MMXV4450338，特此声明！
▲上海尧舜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海
南分公司不慎遗失海南增值税专
用发票（发票联及抵扣联）一份，发
票代码：4600141170，发票号码：
00048850，特此声明！

厂房出租
本公司在定安县有独院四千平方厂
房出租，联系电话：18689772251

海口佛珠厂转让
联系人:谢先生13627540002

200亩土地转让
有土地证、有报建手续，交通便利、
临湖靠山，基础设施配套完备，李
女士13337626381

盆花绿植出租
花木修剪机械出租13322027316

兴隆酒店出售
面积120亩13876613828

房地产寻求合作或转让
位于东海岸皇冠酒店斜对面，建筑
面积2.3万平方米，寻有实力的公
司。18976769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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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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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大地万家房地产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18944402，现声明作废。
▲赖波遗失坐落于文昌市文城镇
旅游大道38号椰海尚品小区3号
楼1单元1502A3号房产权证，文
昌市房权证文房证字第76988号，
现声明作废。

本报文城12月11日电（记者刘
梦晓 通讯员徐康 王先伟）今天，
2016-2017中国男子排球联赛文昌
赛区第五轮比赛在文昌市排球馆举
行，八一盈冠男排主场迎战湖北鲲发
检测男排。最终，八一队以3：1击败
湖北队。至此，小组赛全部结束，八一
盈冠男排以小组第三挺进八强。

首局比赛，八一队开局后一路领
先。局末，湖北鲲发检测突然发力，紧
追比分。关键时刻，八一队队长仲为
君一记重扣下，帮助球队以25：23赢
得首局胜利。第二局开局后进入胶着

状态，八一队稍稍落后。面对比分差
距，八一队临阵不乱，中局阶段反超比
分，并以25：17拿下第二局比赛。

两局落后的湖北队在第三局放手
一搏，进攻势头凶猛，最终以25：20扳
回一局。第四局，双方互有攻防，但八
一队没有再给客队机会，以 25：12轻
松获胜。最终，八一队以3：1的大比
分取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八一盈
冠男排主教练陈方对海南媒体和球迷
的热情表示感谢。他认为，在困难面
前，八一盈冠的队员们不等不靠、去拼

去打，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八一队队长仲为君表示，本场比

赛非常关键，赢了就能挺进八强，“大
家竭尽全力，，终于拿下关键一战。现
在要做的，就是全力准备下一阶段的
比赛。”

上海队以九胜一负积26分排在
本小组首位，四川队七胜三负积20分
排次席，八一队五胜五负积17分排在
第三位，江苏队四胜六负积11分排在
第四位。这四队晋级八强。

另外一个小组，北京、河南、山东、
天津队分列前四名，晋级八强。

从10月30日八一盈冠男排在文
昌对阵江苏队，一个半月来，八一男排
已经在文昌市体育馆进行了5场主场
比赛。在今天战胜湖北队后，记者对
八一男排主教练陈方进行了专访。

记者：这五场比赛，您怎么评价队
员们的表现？

陈方：在文昌打了5场比赛了，
小组赛已经结束了。这5场比赛我
基本上是比较满意的，因为今年队里
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队长仲为君在

国家队比赛的时候受伤了，在赛前
15天才刚刚恢复训练。今年的比赛
中，八一盈冠不再依靠一个人，而是
靠团队协作配合，总体的情况还是令
人满意的。

记者：这5场比赛中，有的比赛也
打得很辛苦，现在八一队挺进了联赛
8强，取胜的关键是什么？

陈方：虽然在文昌的5场比赛有
胜有负，但我们是解放军的队伍，一定
要打出坚韧不拔的精神。无论是场上

还是场下，队员们心都很齐，集体荣誉
感很强，这是八一盈冠顺利挺进8强
的制胜关键。

记者：今年在文昌的比赛暂时画
上了句号，有什么想对球迷说的？

陈方：今年主场放在文昌，文昌是
“排球之乡”，一来到这里就感受到了
观众火爆的热情，这是令我们很感动
的。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发挥我们
的优势，打好每一场比赛。

刘梦晓（本报文城12月11日电）

在文昌赛区第五轮比赛中以3：1击败湖北队

八一队挺进中国男排联赛八强

八一男排主教练陈方：

文昌观众的热情令人感动

➡八一队队员成功拦住湖北队队员的进攻。本报记者 袁琛 摄

⬅12月11日，在CBA第16轮
比赛中，辽宁队主场以108：96战胜
北京队。图为辽宁队球员郭艾伦
（中）在比赛中进攻。 新华社发

本报光村12月11日电（记者王
黎刚）2016年“星艺装饰杯”海南（儋
州）国际象棋国际公开赛公开组比
赛，今天在儋州光村雪茄风情小镇战
罢五轮，中国棋手余泱漪和戴常人以
4胜1和积4.5分的成绩领跑积分榜。

本轮比赛前，余泱漪、哈米杰维
奇、谭中怡和戴常人同积3.5分，本
轮这四名棋手捉对厮杀，结果，余泱
漪战胜哈米捷维奇，谭中怡战胜队友
戴常人。余泱漪和谭中怡以4胜1
和积4.5分的成绩领跑积分榜。

业余组比赛今年结束。本次业余
组分为候补棋协大师组、一级组和定
级组比赛，最终，重庆麒麟国际象棋俱
乐部的邹馨怡荣获候补棋协大师组第
一名；重庆麒麟国际象棋俱乐部的龙
思羽荣获一级棋士组第一名；来自辽
宁的苏海涛荣获定级组（七至无级组）
第一名。来自国内和香港地区的近百
名棋手参加了本次业余组的比赛。

本次海南公开赛分为公开赛和
业余组比赛。公开组比赛共有来自
14个国家和地区的共69人参赛。

海南（儋州）国象公开赛公开组战罢五轮

余泱漪和谭中怡领跑

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记者林
永成）2016海南省男子足球超级联赛
昨日结束第十二轮争夺。卫冕冠军
海南佳宁娜红色战车队客场2：1战胜
万宁奔格内队，提前两轮卫冕成功。

红色战车前11轮8胜3平积27
分领先第二名8分，本轮若能获胜就
能提前两轮卫冕。比赛开始仅7分
钟，红色战车便取得进球，21号吕正天
右边路内切，左脚兜出一脚弧线球，皮
球直挂死角。下半场开场仅仅2分
钟，红色战车19号张志刚破门得分，

将比分扩大为2：0。临近比赛结束前，
万宁队由20号符树培头球破门扳回
一球。最终，红色战车客场2：1获胜。

本轮另外三场比赛中，海南师范
大学客场4：0大胜澄迈雷霆，海南大
学主场3：0战胜三亚，琼海主场2：1
小胜东方。12轮战罢，海南师范大学
积22分排名第二；海南大学本轮获胜
后，积20分超过万宁队，排在第三位；
本轮输球的万宁队积分停留在19分，
掉到第四位。在联赛还剩下两轮的
情况下，二三名的争夺异常激烈。

省男足超级联赛战罢十二轮

红色战车提前卫冕

全国大学生校园跑步季
主题活动海口收官

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丁菁华 实习生陈卓斌）为进一步推进“三走”活动
深入开展，号召广大青年学生积极参与跑步运动，

“三走”线上跑——2016全国大学生校园跑步季
主题活动暨全国高校迷你马拉松赛事海口站今
天举行，海南大学1200余名学子参与其中。

记者了解到，由团中央学校部、全国学联秘
书处等联合主办的“三走”活动是由团中央、教育
部、国家体育总局、全国学联主办的群众性课外
体育锻炼活动，旨在推动大学生“走下网络、走出
宿舍、走向操场”。故此项赛事除在线下12所分
站高校开跑迷你马拉松外，也充分发挥新媒体
优势，组织120所高校开展线上跑步活动，切实
帮助大学生强健体魄、磨练意志，展现青春风采。

海口站活动是该赛事的收官之战，分为男
子5公里、男子10公里、女子5公里、女子10公
里共4个组别。最终有26名参赛选手分获各
组奖项，完成全程赛事的参赛选手也获得了由
全国学联等单位印发的完赛纪念证书。

琼中奔格内·绿橙杯
五人足球赛总决赛开踢

本报营根12月 11日电（记者郭畅 通讯
员符丽）2016海南琼中奔格内·绿橙杯五人
足球锦标赛总决赛昨天在琼中白鹭湖足球场
开赛。

经过两个多月激烈的初赛，从海口、三
亚、儋州、文昌、万宁、广东、临高、琼中八大
赛区的 166支代表队 1280 名运动员精选出
冠亚军 16支代表队 320名足球运动精英进
入总决赛。

本届总决赛从12月10日持续到31日。

海口市演丰镇举行
骑行徒步健身活动

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见习记者陈嘉博）
“健康时尚 快乐海口”，由海口市文化广电出版
体育局、美兰区政府共同主办的2016海口市演
丰镇骑行徒步健身活动昨天在演丰火热开赛，
吸引了近千名市民参与。

据了解，赛事全程10公里，从演丰规划馆
出发，经104县道进入星辉村、河淡村、山尾
村、长宁尾村，最后抵达东寨港红树林旅游服
务中心。

此次活动进一步营造了该镇“创文”氛围，
促进该镇体育、旅游产品的开发，推动文化、经
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不断增强广大人民群众
主动参与体育健身的意识，真正实现“全民健身
促健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目标。

省全民健身运动
射箭比赛在海口举行

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记者单憬岗）海南省
2016年全民健身运动射箭比赛昨天在海口诚远
射箭俱乐部和木马人射箭俱乐部开赛，来自各市
县的参赛选手共100人在赛场上一较高低。

本次比赛分设4个组，分别为竞技反曲弓
男子组、竞技反曲弓女子组、美猎弓男女混合组
和复合弓男女混合组。每组均设置冠军、亚军
和季军，分别奖励人民币2000元，1000元，
500元现金等。

此次比赛是海南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室内
射箭比赛，同时也是参赛人数最多的一次。省
射箭协会会长任应求表示，这是海南首次举办
的大型射箭比赛，有利于提高普通市民对这一
古老运动的认知度，宣传和推广中华传统射箭
文化和文明礼仪。

北京时间12月12日，雷霆将坐
镇主场迎战凯尔特人。威斯布鲁克能
否延续三双表现？可能比比赛胜负本
身更引人关注。

上一场雷霆虽然输给火箭，但威
斯布鲁克又砍下三双。威少已经连续
7场比赛得到三双，追平乔丹和大O
的连续三双纪录，距离张伯伦连续9
场三双的历史纪录只差2场。现在，
阻止威少夺取三双，成为雷霆往后对

手们的重要任务，其一，谁也不想让威
少的三双纪录与本队的名字联系在一
起；其二，威少取三双的时候，雷霆多
数会赢球。

绿衫军凯尔特人虽然星味不浓，
但战斗力不容小视，他们目前战绩为
13胜10负，排在东部第4位。与雷霆
之战，能否遏制威少的发挥，显然是凯
尔特人能否取胜的关键。凯尔特人的
外线防守悍将布拉德利、斯玛特和罗

齐尔将担起控制威少的任务。
凯尔特人是当今NBA有名的“三

双杀手”，在长达近3年的时间里，没
有任何球员能够在他们身上得到三
双。凯尔特人已经连续225场比赛没
有让对手得到三双，这也是NBA目前
的最长纪录。

“三双杀手”对阵“三双狂人”，当
威少遇见凯尔特人，注定有一个纪录
要被终止。 ■ 林永成

■ NBA常规赛前瞻

绿衫军欲终止威少三双

CBA第16轮战报
广东 103：96浙江

上海 109：98天津

新疆 125：112青岛

山西 119：113江苏

深圳 123：96广厦

吉林 131：123北控

辽宁 108：96北京

四川91：85八一

同曦 107：98广州

福建99：102山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