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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遗失声明
海口赛尔乐工贸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一本，副本两本，
注册号：460100000751082，声明
作废。
▲王海光与盘秀兰夫妇于2004年
12月26日出生女婴一名，其出生
证不慎遗失，证号I 460158151，
现声明作废。
▲澄迈永边水电站遗失营业执照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9027760359454E，声 明 作
废。

声明
本人李井菊，从三月一日至今遗失
了本人身份证一张：身份证号码：
460003198810197628.期间所发
生的任何有关法律问题、金钱问题
与本人无关。

注销公告
琼海嘉积海腾网吧拟向琼海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
权债务人自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
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声 明
上海英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因眷村食堂与贵司签订合同后半
年内仍未能如约交付符合经营条
件的场地，期间多次承诺商户进场
时间却未能如期交付，导致合同至
今未能履行，并造成了违约。2
号、5号、9号、10号、11号、19号、
20号、21号、27号商户联合声明：
要求上海英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退还商户所交的费用并解除该合
同。特此声明。

2017年4月8日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商务代理
栏目广告电话：1888991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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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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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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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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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安厂房招租
定安塔岭工业园有厂房3500m2，
办公楼1300m2招租，15093491516

琼中县城新酒店整体出售
万余平米。李先生1888930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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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务注销 公司注册
泓博会计 大同路华能大厦10楼
18976366635 66518400

注销公告
儋州白马井康民泓一堂大药房拟
向儋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债权债务人登报之日起45天
内来我药房办理相关事宜。

▲琼海东平移动指定专营店不慎
遗失海南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
发 票 一 张 ，发 票 代 码 ：
146001440202，发 票 号 码 ：
02377083，声明作废！
▲黄赟、覃自江遗失坐落于海口世
贸东路2号世贸雅苑L栋14层B
号 房 土 地 证 ， 编 号
S0399200804251（分割证编号），
声明作废。
▲海南琼山兴华物业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92,声明作废。
▲琼海市博鳌镇农业服务中心不
慎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
B2046900200504270Y，声 明 作
废！
▲陵水椰林陵城宗合天天商行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69034600057378，声明作废！
▲海口雷森苗木有限公司公章因
破损，现声明作废。
▲海南中电智诚电力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海南省政府非税收入一般
缴款书，证号：0086944184，声明
作废。

▲三亚田独喜旺科技白蚁防治站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60202600132597，声明作废。
▲海口创家实业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 执 照 副 本 （2- 2） ，
460100000532545，声明作废。
▲海口秀英石山盛林电讯代办店
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海口秀英丰源丰塑料瓶盖制品
厂遗失财务专用章壹枚，声明作
废。
▲彭正伟遗失身份证，证号：
460025198910254210，特 此 声
明。
▲海南卓众工程监理有限公司遗
失工程监理资质证书副本，证号：
E246001704-2/2，声明作废。
▲海口市秀英区西秀镇长德美新
村民小组公章损坏，声明作废。
▲海口市秀英区西秀镇龙头龙丰
村民小组公章损坏，声明作废。
▲海南泓信通信工程有限公司公
章、财务章、合同章、法人章破损，
声明作废。
▲刘增明遗失收款收据，证号：
0001837，声明作废。

▲海南嘉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2- 2）证号：
914600006760852942；公章，声
明作废。
▲谢行春遗失毕业证，证号：
128221201406000415，特 此 声
明。
▲海口上策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14837101，特此声明。

▲海南鑫升电子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 执 照 副 本 （ 证 号 ：
469005000045305）；税务登记证
正 副 本 （ 证 号 ：
460005324199191），声明作废。
▲陈金福遗失国有土地使用证，证
号 ：海 口 市 国 用（1999）字 第
FG5006号，声明作废。
▲陈金福遗失房产证，证号：
73774，声明作废。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2017年全
国女子举重锦标赛暨第十三届全运会
预选赛4月8日在广东惠州开赛。在
首日进行的48公斤级比赛中，海南选
手俸林梅夺得48公斤级挺举第二名、
总成绩第四名，获得全运会决赛阶段
入场券；另一名选手王蕾获得总成绩

第十六名，也获得全运会决赛资格。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国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28支代表队共222名
运动员参与角逐。比赛将采用国际举
重联合会2017年最新下发的比赛规
则，共设置7个级别，分别是48公斤
级、53公斤级、58公斤级、63公斤级、

69公斤级、75公斤级、75+公斤级。
每个级别录取前八名。同时，各级别
前十六名的运动员获得第十三届全国
运动会决赛阶段入场券。

4月8日进行48公斤级的角逐。
海南选手俸林梅在挺举比赛中举起
110公斤，获得第二名；她的总成绩为

195公斤，名列第四。王蕾则以182
公斤获得总成绩第十六名，搭上全运
会决赛的“末班车”。

俸林梅祖籍广西，今年22岁，15
岁时加盟海南队。她曾多次夺得全
国青年举重锦标赛冠军；2012年，夺
得世青赛48公斤级冠军；2015年，

夺得第一届全国青运会总成绩银牌。
王蕾是海口人，今年也是 22 岁。
2013年，王蕾夺得亚洲杯锦标赛48
公斤级银牌。

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举重摔
跤柔道运动管理中心主办，广东省体
育局承办。

2017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暨全运会预赛开赛

海南两名选手获全运会决赛入场券

据新华社华盛顿 4 月 7 日电
NBA 常规赛 7 日共进行 9 场较量，
威斯布鲁克成为近55年来第一个实
现常规赛季场均“三双”的球员，不
过俄克拉荷马雷霆队依然以99∶120
难敌菲尼克斯太阳队。

威少在上一场比赛里就已经
确保本赛季场均得分、篮板“两
双”。此役，他收获 23 分、12 个篮
板和 8 次助攻，成功确保赛季场均
得分、篮板、助攻在“30＋10＋10”
以上。

此前，只有“大O”奥斯卡·罗伯特
森在1961－1962年以场均“三双”收
官整个赛季。

截至本场比赛之前，威少本赛
季已经得到 2，480 分 831 个篮板

和 814 次助攻。如果以 82 场比赛
做分母，威少的得分和篮板两项
数据已经确定至少达到两位数，
而在助攻方面，他还需要至少 6 次
助攻，才可以提前确定达标。第
三节打到 10 分 36 秒时，威少助攻
奥拉迪波得分，场均“三双”神迹
宣告诞生。

然而威少的数据高光难以掩盖
失误过多的瑕疵。首节他在对手的
高压防守之下，前三分钟就有三次失
误，全场 25 投仅 6 中，命中率只有
24％。同时，他也错失个人赛季第
42次“三双”，从而未能打破“大O”创
造的联盟历史纪录。不过，雷霆还
有3场常规赛，威少还有机会打破此
项历史纪录。

全国田径大奖赛首站比赛

海南小将收获不小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2017年全国田径大

奖赛首站比赛在江苏淮安市落幕。海南体育职
业技术学院选派11名年轻运动员参赛，不仅锻
炼了队伍，还在个别项目上取得较好成绩。

链球项目共有23名选手参赛，海南选手陈
洪秋以61.07米获得第9名，刘永旭以48.38米
获得第23名。女子七项全能共有27名选手参
赛，海南派出两名小将参赛，周晶晶获得第9
名，王慧琼获得第11名。男子100米预赛共有
103名选手参赛，海南选手江亨南以10秒81获
得第9名；江亨南还在男子200米预赛中以22
秒 23获得第22名，该项目共有96名选手参
赛。女子400米预赛共有65名选手参赛，海南
选手薛亚农以55秒68获得第10名。女子100
米预赛共有65名选手参赛，海南选手罗珠珠以
13秒19获得第61名。女子4×100米接力共
有14个单位参赛，海南队以48秒66获得第12
名。女子4×400米接力共有16个单位参赛，
海南队以3分53秒96获得第14名。

全国田径大奖赛是国内田径项目顶级赛
事，也是今年全运会前的一次重要练兵。2017
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系列赛共分3站举行，下一
站比赛于4月9日—11日在河南郑州举行。

全国业余羽球双打混合
团体赛海口站开拍

本报海口4月7日讯（记者王黎刚）2016年
VICTOR双雄会全国业余羽毛球双打混合团体
邀请赛海口站比赛，今天在海口奥飞恒温羽毛球
馆开拍，省内39支羽毛球队的700多人参赛。

比赛分为公开组、甲组（35周岁以下）和乙
组（35—45周岁）3个组别。获得3个组别冠军
的球队，将代表海南参加今年10月份在南京进
行的总决赛。

其中，公开组、甲组、乙组比赛分为两个阶
段进行。第一阶段根据报名队数分若干小组进
行单循环比赛。第二阶段各小组前2名进行交
叉淘汰赛，决出前8名。团体赛出场顺序为第
一男双、混合双打、第二男双。

为了让比赛更加精彩激烈，每场团体赛根
据3场比赛（男双、混合、男双）总净胜分数决定
胜负，总得分多于总失分的队获胜。如果总得
分和总失分相同，3场比赛中获得2场胜利的球
队列前。前3名将分别获得价值12000元、
8000元和4000元的奖品。

本次比赛由江苏维克多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主
办，海口市羽毛球协会和奥飞恒温羽毛球馆协办。

本报讯 4月 8日晚，2017赛
季中超联赛第 4 轮上演广州德
比，广州恒大主场以2：2战平广
州富力。

第9分钟，恒大外援阿兰首开
纪录。第41分钟，恒大球员郑龙
禁区内手球犯规，富力外援扎哈
维操刀命中将比分扳平。下半场
第62分钟，富力外援雷纳尔迪尼
奥任意球破门，将比分反超为2：
1。伤停补时阶段，郜林的进球为
恒大扳平比分。最终双方战成2：
2平。 （小新）

广州德比和为贵
恒大2：2战平富力

广州富力队球员雷纳尔迪尼奥（右四）任意球进球瞬间。 新华社发

中超第4轮战报

河北华夏4∶2上海申花

贵州恒丰0∶0天津泰达

F1上海大奖赛

汉密尔顿夺杆位
据新华社上海4月8日电（记者

肖亚卓 朱翃）2017赛季F1上海大奖
赛于8日结束了排位赛的争夺，梅赛
德斯车队的汉密尔顿职业生涯第六次
在上海国际赛车场获得杆位，同时这
也是他职业生涯第63个杆位。

作为本赛季的第二站比赛，上海
站的前四名排位结果和首站澳大利亚
站的比赛如出一辙。梅赛德斯车队的
汉密尔顿和博塔斯分列第一、第三位，
法拉利车队的维泰尔和莱科宁排在第
二、第四位，两支车队再度包揽了前两
排的出发位置。

对于英国人汉密尔顿来说，上海
堪称福地，此前他曾5次在这里夺得
杆位，4次夺冠，两项数据均领先其他
所有车手。

当天的排位赛中，法拉利车队在
前两个阶段都保持着最快圈速，但是
汉密尔顿在最后一个阶段爆发，跑出
了1分31秒678的最快圈速重夺杆
位，维泰尔以 1分 31秒 864 排在第
二，这一成绩仅比排在第三的梅赛德
斯车队新人博塔斯快了0.001秒。

美国高尔夫球大师赛

卫冕冠军提前出局
据新华社美国奥古斯塔4月7日

电（记者李博闻）总奖金1000万美元
的2017年美国高尔夫球大师赛7日
在美国佐治亚州奥古斯塔国家高尔夫
俱乐部战罢第二轮，卫冕冠军丹尼·威
利特两轮打出高于标准杆7杆的151
杆，无缘决赛阶段比赛。

威利特也成为继2004年迈克·维
尔之后首个未能晋级决赛阶段的卫冕
冠军。两轮过后，晋级线为高于标准
杆6杆的150杆，共有53名球手进入
决赛阶段赛事。

当日在前三洞连抓三只“小鸟”的塞
尔吉奥·加西亚两轮结束以低于标准4
杆的140杆与首次参赛的比利时“一哥”
托马斯·皮特斯、2017年本田精英赛冠
军里奇·福勒以及2016年得克萨斯公
开赛冠军查利·霍夫曼共同暂居第一。

美国大师赛是世界男子高尔夫球
四大满贯赛事之一，也是每年的第一
个大满贯赛事。比赛冠军除了获得冠
军奖杯外，还将披上量身订制的象征
荣誉的绿夹克。

俄罗斯田径四人遭禁赛
据新华社日内瓦4月7日电 国际体育仲

裁法庭7日作出判决，俄罗斯两名田径运动员
和两名教练因兴奋剂被禁赛。

俄罗斯前国家队教练梅尔尼科夫因违反反
兴奋剂规定被维持终身禁赛判罚，其同事卡扎
林因提供违禁药物同样遭到终身禁赛。

卡扎林曾是俄罗斯女子800米选手波伊斯
托戈娃的教练。波伊斯托戈娃被此前俄罗斯田
径兴奋剂事件的爆料者之一、同为女子800米
运动员的尤利娅·斯捷潘诺娃偷拍了一段视频，
视频显示其谈论过使用兴奋剂。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宣布波伊斯托戈娃被
判禁赛两年。不过由于她的禁赛期追溯至
2015年 8月起，因此她得以保留伦敦奥运会
铜牌，并从今年8月起可以恢复比赛。竞走运
动员叶梅利亚诺夫则因被查出再次使用兴奋
剂，被禁赛八年。

NBA五十五年前的神迹再现

威少达成赛季场均“三双”

雷霆99∶120太阳

骑士 100∶114老鹰

热火94∶96猛龙

尼克斯88∶101灰熊

N
B
A

战
报

马刺 102∶89小牛

鹈鹕 106∶122掘金

森林狼 113∶120爵士

国王94∶98湖人

北京时间4月8
日，威少在与太阳队
的比赛中持球进攻。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