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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3月25日电（记者王
黎刚）经过9天的海上航行，“新奇
世界·半山半岛杯”2017 第 8届环
海南岛国际大帆船赛今天在三亚
半山半岛港落幕。在分量最重的
580海里的“全环”比赛中，海口号
获得了 IRC1 组的冠军，友宝号屈
居亚军。

海浪号赢得了IRC2组的冠军，
大连佳海游艇号和蓝色引力号分
别获得了第2名和第3名。亚太号
斩获 IRC3 组的冠军，游牧虎号取
得了亚军。阳帆号、万宁号和宏源
号分列 IRC4 组前 3 名，海上轻骑
号、升洋号获 IRC5 组冠亚军。启
航号和天生无畏号名列 IRC6组前
两名。友宝号和阳帆号获得最快
冲线奖，小雨女子号获得最具挑战

精神奖。
本次比赛以三亚为主办港，以

海口、万宁为赛事经停港，赛事总
里程达820海里，为期9天的赛期
分别在三亚及万宁举行场地赛、
580海里的环岛拉力赛和三亚-万
宁往返拉力赛240海里，60支船队
参赛。

60支参赛船队分为IRC1-6组
和OP帆船组，共 7个组别。其中
IRC1-3组19支，IRC4-6组21支，
OP帆船组20支。IRC1-3组参加
三亚场地赛和环岛拉力赛，IRC4-6
组参加三亚及万宁场地赛、三亚-万
宁往返拉力赛，OP帆船组只参加三
亚场地赛。今年首次开设OP帆船
组，旨在推动青少年帆船赛事的举办
以及推广工作。

环海南岛国际大帆船赛

“新奇世界·半山半岛杯”2017
第8届环海南岛国际大帆船赛今天
在三亚半山半岛港收帆。友宝号和
海浪号、全部由女水手组成的小雨
号、全环、安全、青少年赛等成了本届
比赛的热词。

友宝号和海浪号是本次比赛中
水平最高的两艘帆船，他们这几年在
国内外的大帆赛上多次取得了不俗
的战绩，是国内一流的大帆船队。友
宝号在环西和环东的航行中两次率

先冲线。他们在长航中的技战术运
用值得其他船队学习。

参赛船队的整体技战术水平有
了提升，在前几届拉力赛和全环的航
行中，常有船队因故退出比赛。这届
比赛退赛的船队极少，其实本届比赛
难度不小，比赛中气候变化无常，经
常从大风模式突然切换到无风，再到
大风，这对船队的配合要求较高。此
外，海南岛四周的渔网阵也是船队的

“杀手”，好在绝大多数的船队都顺利

完成了航行。
说起帆船赛大多数人联想的都

是男性水手，当然，历届海帆赛从来
不乏女性选手的加入，但是由11名
女水手组成的小雨号参加本届比赛
的“全环”，这是海帆赛举办8届以
来，首次有纯女水手组成的船队参
赛。小雨号的参赛吸引了众多人的
关注。她们的表现一点不比男水手
们差，在580海里的全环过程中，她
们克服了种种困难，顺利地完成了比

赛。她们的颜值和拼搏精神，成了本
届海帆赛一道亮丽的风景。

和前7届比赛最大的不同是，本
届比赛进行了OP级较量。组委会
此举煞费苦心，是为了培育和发掘
青少年帆手，为未来中国的大帆船
培养人才。

所有参赛船队在本届比赛中都
安全返港，为了比赛的安全，组委会
在开赛前进行“国际帆联海上安全求
生课程培训”，要求每只船队至少配

备2名持有国际标准安全救生证书
的船员、严格检查船上安全设备、航
行期间保持至少一台GPS设备开机
等。为了跟踪各船队的航行状态，保
障安全相关的信息互通，同时也是为
了监督赛事更公平的开展，赛事主办
方从去年开始，为每条赛船配备了铱
星定位设备用于赛事期间比赛船队
的卫星定位和轨迹跟踪。

从去年开始，海帆赛尝试了场地
赛的视频直播，今年还首次实现了拉
力赛的实时直播，在赛事官方网站上
可以看到船队在海上的位置、船队的
实时速度、排名等。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三亚3月25日电）

竞技水平提高 安全更有保障

环海南岛国际大帆船赛收帆环海南岛国际大帆船赛收帆

海口号获海口号获IRCIRC11组组

海帆赛盘点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中国女子
职业高尔夫球巡回赛2017赛季第二
站——珠海横琴梧桐树国际女子挑
战赛25日收杆，代表中国出战的海
南选手张维维在最后一轮狂追6杆
夺冠，这也是她夺得的首个职业赛事
冠军。

本次比赛共进行三轮。张维维
在此前两轮比赛中表现一般，落后领
跑的老将杨涛丽和中国台北选手林
子麒6杆之多。25日的最后一轮，张
维维在珠海湿冷的气温下爆发火热
手感，打出69杆，以总成绩213杆、
低于标准杆3杆的成绩，领先林子麒

3杆夺冠。
“出门的时候落后6杆，心态非常

放松，因为我不是去保这个冠军，而是
在后面做追击者。”张维维赛后说，“一
开始几个洞也打得不好，但后来手感
越来越不错，出现的机会也都抓住
了。最后还有一杆的差距时，我也努
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没有过多想冠军
反而夺冠了，所以心态是最重要的。”

张维维上周刚过完20岁生日。
她9岁开始打高尔夫，曾多次夺得青
少年赛和业余赛冠军。2015年初，
张维维转为职业球手。此次夺冠，
是张维维转职业后夺得的首个职业

赛事冠军，她同时收获冠军支票人
民币7.5万元。谈到首个职业冠军
头衔，张维维说：“我很激动，这是很
好的礼物。”

张维维在年初制订的目标就包
括今年实现职业首胜，如今这一目标
实现让她对未来有了更多的期待：

“我开了一个好头，相信能迎来更好
的一年。”

总奖金人民币50万元的珠海横
琴梧桐树国际女子挑战赛是中国女
子职业高尔夫球巡回赛2017赛季第
二站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
管理中心、中国高尔夫球协会主办。

珠海高尔夫国际女子挑战赛收杆

海南球手张维维夺职业首冠

供 求 遗失声明
海南中大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营业执
照 正 本 、副 本 ，注 册 号 ：
460200000081075，税务登记证
正 本 、 副 本 ， 证 号 ：
460200552785379，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本、副本，声明作废。
▲福田牌重型自卸货车琼D62893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原件，税号
46007198805040015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海南中大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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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天内来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澄迈县国土资源局

关于补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公告
澄国土资告字[2017]9号

李作飞不慎遗失老城国用（2002）
字第052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土
地登记座落为澄迈县老城镇澄江
路，登记面积318.24平方米，该土
地权利人已于2017年3月9日在
《海南日报》上刊登遗失并声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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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老城国用（2002）字第0526号土
地使用证。有异议者请自本公告
登报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将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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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3月21日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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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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38978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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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01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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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口
发
行
站

市
县
代
理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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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美兰米米乐童装店遗失营
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
460108600465274，声明作废。
▲保亭县自来水公司维修安装门
市部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600351000246，现声明作废。
▲安泓霖遗失座落于陵水县英州镇
清水湾旅游度假区瀚海银滩A09
区一期洋房SA5幢726房的房产
证，房屋所有权证号：陵房权证陵水
字第20132231号，现声明作废。
▲海口昱博会议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2－2）一本，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0825432193，声明作废。
▲范宁遗失海南昌江恒大棋子认
购书编号0212113，以及恒大海花
岛收据编号2143837。特此声明
作废。

▲黄春兰遗失房屋国有土地分割
转让证明书，证号：200815130，特
此声明。
▲刘玉桥遗失报到证，证号：
201611100303138，声明作废。
▲容海川城乡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海南分公司遗失海南增值税普通
发票，发票代码：4600162320，发
票号码：07909524，声明作废。
▲李荣明遗失座落于海口市人民大
道74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分割证一
本，证号：2008001433，特此声明。
▲胡婉舟遗失座落于海口市凤翔
东路北侧-绿色佳园清椿园14-
B501房的房屋国有土地使用权分
割转让证明书，编号：200600463，
声明作废。
▲谢广珍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证
号：46000000082114，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三亚翠屏瀚海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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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天内来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乐东三牧种养专业合作社拟向海
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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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项目
我公司有意收购海南各市县已经
报建的项目，合作意向面谈。黄先
生 ：13337555509 周 先 生 ：
15808966551 林 先 生 ：
13876339880

旺铺出售
二、三层商铺2600m2位于和平北
路27号可做酒店、简餐、商务等
电话：18089870777

求租海口百亩土地
紧急求租海口市椰海大道、南海大
道、海文高速附近临路土地100至
200 亩，建大型停车场。联系：
18876033333

求购房地产项目
求购海口、三亚、陵水、琼海等地百
亩以上成熟的房地产项目及建设
用地。要求产权明晰，具备近期开
发条件。联系：18876900000

农场转让
文昌昌茂家庭农场，证件齐全，种
植柠檬288亩，现开花挂果，租期
30 年 ，现 整 体 转 让 或 合 作 ，
18876705703（陈主任）

▲海口综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三
亚分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分）460200000059596，
税务登记证副本，证号：琼地税三
亚字 460200687282242 号，现声
明作废。
▲董秀菊不慎遗失太阳河温泉花
园B1栋 612 室购房收据，编号:
0057167，金额:133571 元，声明
作废。
▲儋州益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本，注册
号：469003000036220，声明作废。
▲邹建红不慎遗失海南恒大金碧天
下131－802房购房相关收据，收
据编号：HN1401285，现声明作废。
▲李洁不慎遗失海南恒大金碧天下
229－603房购房相关收据，收据编
号：HN0018254，现声明作废。
▲海南中大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 J6420001381601， 账 号
46001005144052500544，声明作
废。
▲韩美兰遗失房屋国有土地使用
权 分 割 转 让 证 明 书 ，证 号 ：
201400892，特此声明。
▲张柳英遗失海南大学毕业证，证
号：105895201006020011，声明
作废。

▲刘鹏艳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副
本 ， 纳 税 识 别 码 ：
432622197510285523A1，声明作
废。
▲ 冯 坚 遗 失 身 份 证 ，证 号 ：
460027197409010042，特此声明。
▲潘艳玲不慎遗失身份证，证件号
421122198408084244，声明作废。
▲琼海塔洋洪盛电讯器材店遗失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开具的通用机打发票(国税)一张，
发票号码:00480489，发票税务登
记码:146001440202，声明作废。
▲欧曼牌重型自卸货车琼D63720
（经营者张雷发）不慎遗失税务登
记证副本一本，证号：琼国税登字
46000719730802007802号，声明
作废！
▲刘忠莉不慎遗失海口市海甸岛
东部和平大道21号世博大厦第7
层706房的土地证，分割转让证明
书编号：201605671，声明作废！
▲海口美兰杜杜鸟花道美学馆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一本，号码为：
92460108MA5RDYJ56T，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兴亿丹五金建材商行
公章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东方船舶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600072000421，声明作废。

承揽业务
齐鲁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海南
分公司（甲级）
主营：编审工程、竣工结（决）算、投
标报价、审计
电话：（0898）66711133
手机：13337600002（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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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在3月25日
下午进行的中国足协杯首轮比赛中，海
口博盈队客场经过点球决战不敌上海申
梵队，止步首轮，也无缘全运会城市组比
赛。两队在常规时间内踢成2：2平，在
点球决战中海口博盈队以3：5失利。

上海申梵队虽为中乙新军，但主场
作战的他们并不示弱，开场后两队就展
开对攻。上半场第10分钟，上海申梵
取得进球，以1：0领先。失球后海口博
盈队展开反击。第31分钟，博盈队主
教练麦超换人加强攻势。第45分钟，
海口博盈宋希存接到队友的传球，头球
蹭后门柱进网。上半场战成1：1。

下半场，海口博盈队攻势更猛。

第58分钟，博盈队王琦杀入禁区得球
后横传中路，跟进的黄亚滨推射破网，
将比分反超为2：1。落后的申梵队换
人调整组织反攻。第81分钟，申梵队
由6号熊韬将比分扳平。

此后双方再无建树，常规时间内
战成2：2平，直接进入点球决战。在
点球大战中，上海申梵队五罚全中，而
海口博盈队第二罚射失。上海申梵队
最终获胜晋级第二轮。

今年8月底在天津开幕的全运会
将增设男足城市组比赛，足协杯首轮
晋级的球队将获得参加全运会资格赛
的资格。海口博盈队止步首轮，也失
去了参加全运会比赛的资格。

点球决战惜败给上海申梵

海口博盈止步足协杯首轮

JUMP10世界街球大奖赛
海口站收兵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7JUMP10世界
街球大奖赛海选系列赛海口站暨开幕式3月
25日在海口方成篮球馆举行。最终，和平城市
二队和世达队获得本站比赛冠亚军。这两队将
代表海口参加本次大奖赛全国海选总决赛。

比赛分为两个时段，采取单场淘汰制，共
64支球队进行比赛。和平二队的武力鹏在比
赛中表现突出，成为第一名被直接选入
2017JUMP10精英训练营的球员。

JUMP10世界街球大奖赛，是一项由中国
篮球人创办的民间篮球大奖赛。海口站为
2017JUMP10世界街球大奖赛海选系列赛第一
站，接下来JUMP10还将前往深圳、杭州、成都、
南京、济南、北京、沈阳、武汉、上海等9座城市，
陆续开展比赛。10站海选比赛获胜的球队将齐
聚上海，参加7月底举行的全国海选总决赛。

世预赛欧洲区战报
（比赛时间：北京时间3月25日）

意大利2：0阿尔巴尼亚
西班牙4：1以色列
土耳其2：0芬兰

格鲁吉亚1：3塞尔维亚
克罗地亚1：0乌克兰
科索沃1：2冰岛

列支敦士登0：3马其顿
奥地利2：0摩尔多瓦
爱尔兰0：0威尔士

20岁新星砍70分
布克一战创多项NBA纪录

据新华社华盛顿3月24日电 在美国当地
时间24日的NBA赛场，太阳队20岁小将布克
一人砍下70分，创下多项纪录。不过太阳队依
然在客场120：130不敌波士顿凯尔特人。

布克这一战创下多项纪录，这一数据是
NBA本赛季得分新高，也超越汤姆·钱伯斯的
60分成为太阳队史单场得分纪录。由于得到81
分的科比在上季退役，这一得分也成为现役球
员最高。同时，这一数据也是个人球员在拥有
悠久历史的凯尔特人队身上砍下的最高分数。

这是联盟中第11次出现70分及以上的数
据，布克也成为拥有张伯伦、科比、大卫·汤普
森、大卫·罗宾逊与埃尔金·贝勒的“70分俱乐
部”的第六人，同时因为他本场40投21中，布
克也成为该俱乐部出手所需次数最少的成员。

此外，由于出生于1996年10月30日的布
克还未满21岁，此役他的表现也刷新了诸多

“最年轻”纪录。

获得IRC1组冠军的海口号船员在颁奖仪式上。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冠冠军军

勇士114：100国王
掘金125：117步行者
活塞87：115魔术
奇才129：108篮网
骑士112：105黄蜂
76人117：107公牛
鹈鹕107：117火箭
雄鹿100：97老鹰

湖人130：119森林狼

NBA昨日战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