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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聘

供 求

▲程飞扬不慎遗失三亚学院结业

证，编号：138921201605005141，

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海南饰家天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拟向儋州市工商局申请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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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海口华福欣医药咨询推广有限公

司拟向海口市工商局申请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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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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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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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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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一期3号楼508房的契税完税

证，（2001）琼农税字 00007783

号，声明作废。

▲王晋刚不慎遗失保亭县庄园豪

都一期3号楼508房的海南省住

宅专项维修资金专用收据，编号：

0066107，声明作废。

▲海口美兰君宝紫罗兰百货商行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一本，注册号

460108600290853，声明作废。

信 用 代 码:

91469007MA5RE2AH53，声 明

作废。

▲赵吉良不慎遗失警官证（公现役

字第 1223162），特此声明。

▲王晋刚不慎遗失保亭县庄园豪

都一期3号楼508房的税务机关

代 开 统 一 发 票 ，发 票 代 码 ：

246000901118，发 票 号 码 ：

00202116，声明作废。

▲王晋刚不慎遗失保亭县庄园豪

分立公告
根据2017年2月20日海南百运医

药化工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决议，

公司以存续方式分立原来的注册

资本600万降至400万，分立前公

司名称为海南百运医药化工有限

公司，分立后新设"海南百运达医

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

相关债权可自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有权到本公司要求清偿债务

或要求提供相应的担保，特此公

告！ 海南百运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2017年2月21日

认尸启示
2017年02月22日11时许，在海

南省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大山村

委会永荫村永荫河发现一具女性

尸体，身高约160厘米，留黑色长

发，无外伤，年龄不详，死亡时间

约在二天至三天前，尸体已高度

腐化。上身穿绿色短袖（左侧胸

部处印有“鑫宝”字样），粉色棉

袄、格子衬衫，下身着黑色长裤，

红色内裤，赤足，死者身上无证件

213000066号，声明作废。

▲海南江宏实业有限公司 遗失商

品房预售许可证，证号：定房（09）

预字第0071号，声明作废。

▲海口美兰羊金雪口腔科诊所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18925101；机构信用代码

证 ， 证 号 ：

G7046010801892510G，声 明 作

废。

▲海南鸭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银行基本户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25471101.声明作废。

▲陈荣旺与吕桃妃夫妇于2016年

8月10日在澄迈县瑞溪中心卫生

院出生男婴一名，因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60097095，不慎遗失，声

明作废。

▲熊卫东不慎遗失购买海南东方

广华实业有限公司开发的碧海云

天H8栋303房购房票据两张，票

据号 0000469、(金额 10000 元)，

0001313，(金额66120元)，特此声

明。

▲海南东南亚商品交易中心有限

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

▲海南鲁城基础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发票专用章因未备案，现声明作

废！

▲海口琼山晶霞美发厅遗失营业

执 照 （ 副 本 ） ，证 号 ：

460107600160149，声明作废。

▲海口安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遗

失发票，证号：07050680，声明作

废。

▲程焰明遗失金鹿装饰大世界第

11栋9号铺面合同保证金凭据1

张，证件编号：0052276（金额：

3798元），声明作废。

▲黎才参遗失海南师范学院毕业

证书，证号：（93）海师毕字第0103

号，特此声明。

▲保亭三道鑫海酒店遗失增值税

普通发票，发票号码：06695716，

特此声明。

▲海南信之康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海南增值税专用发票二张，发票代

码 ：4600163130，发 票 号 码 ：

00233225、00233224，声明作废。

▲海南福力混凝土配送有限公司

工会委员会遗失法定代表人证书

（正、副本），证号：工法证字第

百姓堂（海南）招聘
客服专员50名（2500-5000/月）

男女不限，性格开朗

马女士13707562963/68567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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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明其身份。请知情人士联系红

旗 派 出 所 ，联 系 电 话 ：0898-

65639101。

海口市公安局红旗派出所

2017年2月26日

迁坟公告
龙桥镇三角园村新建村委会办公

场所经我村“四议三公开”程序选

址在本村精卫娘娘庙南侧村集体

用地，因该地内有坟墓影响施工，

限墓主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六十

日内自行将上述坟墓迁移，否则我

村委会将视为无主坟墓处理。特

此公告

龙华区龙桥镇三角园村民委员会

2017年2月24日

旺铺招租
海甸岛人民大道三东路京海花园
广场一二三层商铺招租，旺铺
100-500平可分租，一手直租，充
足车位13034988868

大同路铺面租售
海口市大同路汇锦名城（万国大都
会对面）一楼130平（耐克店）电话
13976980228

广告

本报海口2月25日讯（记者王
黎刚）2017年海南（三亚）国际马拉松
赛明天在三亚开跑。共有4600多人
跑全马（42.125公里），其中海南跑友
占到一成多，约有500多人。海南资

深跑友、椰跑团团长李俊大胆预测，海
南500多名跑友都能在6小时“关门
前”完成全马跑。

最近几年，海南马拉松跑友人数增
多，水平提高，参加全马跑的人也越来越

多。李俊认为，最少能有10名海南本土
跑友本次比赛的成绩能达到3小时10
分钟。李俊所在的椰跑团大约有40多
人跑本次比赛的全马。赛前一个月，椰
跑团进行了较为严格的备战。李俊说：

“为了能让队员们提高成绩，我们跑全
马和半马的队员每周分别进行两次30
多公里和18公里的长距离跑步训练。”

海南很多跑友都是第二次参加三
亚马拉松赛，李俊也不例外。李俊是去
年三亚马拉松赛上3小时10分的“兔
子”，也是最快的“兔子”。今年，李俊还
将参加比赛，但不再担任“兔子”的角
色。他认为，三亚马拉松的特色非常鲜
明，赛道是国内最漂亮的赛道之一，有
10多公里的椰梦长廊。今年的比赛还

增设了情侣跑，特别是半程马拉松的终
点改在天涯海角风景区，导致报名半马
的跑友人数激增，5000个名额很快报
满。李俊说不少原本报名参加全马的
人改跑半马，原因就是凭运动员参赛证
可以免费逛天涯海角风景区。他说：

“你想想，跑完20多公里后，喝着椰子
水逛逛天涯海角，你说多惬意。”

500多名海南本土跑友参加“全马”
关注海南（三亚）国际马拉松赛

本报海口2月25日讯（记者郭畅）
今天，一段《他乡遇故知，东京街头一首
海阔天空唱哭同胞》的短视频引发国内
各大媒体转发，视频公开后的首日点击
量高达4.4亿次，这个在世界各地街头
唱beyond歌曲的海南小伙迅速在网
络上走红。据了解，这位演唱者来自海
南临高，名叫王小康，微博名叫“小海南
刺青”。

2016年圣诞节，王小康在日本东
京街头演唱日语版《海阔天空》，歌曲
间奏时，一位女听众用粤语小声跟唱，

王小康发现她是中国人后，随即转换
成粤语继续演唱，女听众瞬间泪崩。
演唱完毕后，他与女听众聊天，对方表
示，没想到一个中国人能漂洋过海到
日本街头表演，让自己非常感动，有种

“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此段视频被各大媒体转发后，无

数网友为之感动，甚至跟着落泪。网
友们纷纷表示，吸引大家的不只是动
听的歌声，有故事的人在异国他乡演
唱这首经典之作，能给在世界各地打
拼的中国人带来心灵上的慰藉，拨动

国人“他乡遇故知”的琴弦。大家称赞
王小康是不可多得的“灵魂歌手”。

据介绍，王小康从小在海南长大，
2004年到深圳独自打拼，目前在深圳
罗湖区经营一家刺青店，是beyond
乐队的忠实粉丝，喜欢大自然，经常在
旅游的时候进行街头演唱。“这些年，
我去了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每次出国
都会带着迷你音响、吉他和麦克风，通
过歌声能带给别人感动，是促使我一
直坚持在街头表演的最大动力 。”王
小康说。

临高小伙日本街头唱《海阔天空》走红
视频公开后的首日点击量高达4.4亿次

本报海口2月25日讯（记者王
黎刚）2017年中华龙舟大赛的揭幕战
明天在万宁港北打响。比赛分为职业
组和青少年组两个组别，共36支队
伍、756名运动员参赛，总奖金为80
万元。

职业组设男子22人龙舟100米、
200米、500米直道赛和女子12人龙
舟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青

少年组设男子12人龙舟100米、200
米、500米直道赛和女子12人龙舟
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比赛
执行中国龙舟协会审订的2014年版
《龙舟竞赛规则》。获得职业男子组总
成绩第一名的将赢得10万元奖金。
中华龙舟大赛是国内赛事级别最高、
竞技水平最高、奖金总额最高的顶级
龙舟赛事。2017年中华龙舟大赛设7

站赛事，万宁站是首站比赛，最后一站
比赛在陵水举行。

比赛设6条赛道，职业男子组采
取预赛、复赛、半决赛、小决赛、决赛的
方式进行。职业女子及青少年组采取
轮次赛方式进行。按总规程规定，各
项目单项赛前6名队伍获优胜奖。

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
育指导中心、中国龙舟协会主办。

中华龙舟大赛万宁站今天开赛
36支队伍争80万元奖金

中国亚冬会十大潜力之星
江山代有才人出，长江后浪推前浪。本届亚冬会上，中国

代表团涌现出一批潜力之星，让人眼前一亮。这些闪耀的新星
给亚洲体坛注入新鲜的血液，也带来蓬勃活力。期待他们能在
2018年平昌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韩梅（19岁，速度滑冰）
韩梅的首次亚冬会之旅获得一

银一铜，甚至好于中国速滑队里的
“大姐”张虹的两枚铜牌。韩梅先是
与队友合作获得女子团体6圈追逐
赛第三，接着在女子5000米比赛中
与韩国劲敌金宝凛同组竞技，滑出了
个人最好成绩，摘得银牌。

高亭宇（19岁，速度滑冰）
20日首个速滑比赛日，高亭宇

一鸣惊人，拿下男子500米冠军。高
亭宇近两年成绩进步很快，曾在
2016－2017赛季速滑世界杯第一
站获得男子500米第二名。

臧一泽（17岁，短道速滑）
臧一泽在去年的冬季青奥会上获

得短道速滑女子500米冠军，亚冬会
前刚刚问鼎大冬会。她21日在这个
项目上再次夺冠。女子接力决赛中，
她在倒数第四圈时曾超越韩国名将崔
玟桢，最终与队友一起获得银牌。

郭奕含（21岁，短道速滑）
在大冬会上摘金的郭奕含20日

获得女子1500米比赛铜牌，并与队
友一起夺得女子3000米接力赛银

牌。在女子1000米比赛中，作为唯
一杀入决赛的中国队选手，她最终名
列第四。

任子威（19岁，短道速滑）
曾在2015年世界杯上海站获得

冠军的任子威夺得男子1500米第四
名，并与韩天宇、武大靖、许宏志一起
在5000米接力赛中力克韩国队夺
金。

王诗玥（22岁，花样滑冰）
在本次亚冬会的冰舞比赛中，作

为中国头号冰舞组合，王诗玥和柳鑫
宇战胜东道主选手村元哉中／里德，
为中国代表团力夺金牌。

柳鑫宇（22岁，花样滑冰）
柳鑫宇与王诗玥已搭档11年。

经过本赛季的努力，尤其是去年夏天
的苦练，两人从本赛季之初开始取得
更大收获。

宫乃莹（18岁，单板滑雪）
第一次参加亚冬会的宮乃莹19

日摘得女子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铜
牌。在20日的平行回转比赛中获得
第六名。

池春雪（19岁，越野滑雪）
池春雪目前是中国越野滑雪队

中最年轻的女将，她曾在2016年的
第二届冬季青奥会上获得女子5
公里自由式越野滑雪银牌，是中

国首次在这个分项上获得
“奥运”级别奖牌。本届亚
冬会，她仅以4秒差距未能

登上领奖台，获得越野滑雪
女子5公里传统式比赛第四名。

孟繁棋（18岁，冬季两项）
作为中国冬季两项女队里年龄

最小的队员，第一次参加亚冬会的孟
繁棋在7.5公里竞速赛和10公里追
逐赛上都获得第七名。

新华社记者 刘宁 严蕾
（新华社日本札幌2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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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常规赛MVP
候选名单出炉
易建联无缘参评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2月25日电（记者马
锴）25日，CBA联赛办公室公布2016－2017
常规赛MVP（最有价值球员）候选人名单，易
建联因出战未满30场无缘评选。

本届常规赛MVP候选人名单中，国内球
员包括韩德君（辽宁）、郭艾伦（辽宁）、周琦（新
疆）、胡金秋（广厦）、丁彦雨航（山东）；外籍球员
包括弗雷戴特（上海）、哈达迪（四川）、福特森
（广厦）、哈德森（辽宁）、兰佩（深圳）。5名国内
候选球员均未获得过此项荣誉，因此本次评选
将产生新任本土常规赛MVP。

CBA常规赛MVP评选资格要求参评球员
至少出战30场，一度因伤缺阵的易建联没能满
足此项参评条件。但就对球队贡献而言，出战
29场的易建联仍是广东男篮的“定海神针”，场
均24.2分领先全队，10.4个篮板也仅次于外援
布泽尔排名第二。

率球队赢得英超冠军9个月后

莱斯特城主帅
拉涅利“下课”

据新华社伦敦2月23日电（记者王子江）
意大利老帅拉涅利23日晚被莱斯特城俱乐部
意外解职，这距他带领球队奇迹般赢得英超冠
军只有9个月。

莱斯特城上个赛季以仅输3场的战绩赢得
英超冠军，震惊国际体坛。但本赛季他们在联
赛中仅赢得5场比赛，在经历五连败后，他们
25轮比赛只积21分，名列倒数第四，距降级区
只差一分。

俱乐部在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俱乐部董
事会作出改变领导层的决定是非常不情愿的，
也是非常痛苦的，但从俱乐部的最大利益出发，
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来自泰国的俱乐部副主席阿亚瓦特在声明
中说：“这是王权集团接手莱斯特城俱乐部近7
年来作出的最困难的决定。但我们有责任将俱
乐部的长远利益置于个人情感之上，不管这种
情感是多么强烈。”

法庭要求贝利之子
入狱服刑13年

据新华社圣保罗2月25日电 球王贝利的
儿子埃迪尼奥的律师25日透露，巴西的一家法
庭日前作出裁决，要求被控洗钱和贩毒的埃迪
尼奥必须入狱服刑近13年。

46岁的埃迪尼奥曾经是一位职业守门员，
还曾为父亲的老东家桑托斯俱乐部短暂效力。
在2014年，他被判处33年的监禁。

不过，埃迪尼奥提起了上诉。因为相关
程序持续的时间很长，埃迪尼奥至今还未开
始服刑。埃迪尼奥的律师称，2月 24日，一
位法官维持了关于埃迪尼奥洗钱和贩毒罪
名成立的判决，但是将他的刑期减为 12 年
零10个月。

埃迪尼奥是贝利的7个孩子之一。2005
年，埃迪尼奥就曾因为涉嫌贩毒被捕，在服刑6
个月之后被假释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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