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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单：纳达尔

决赛3：0胜瓦林卡

女单：奥斯塔片科

决赛2：1哈勒普

男双：哈里森/维纳斯

决赛2：1冈萨雷斯/杨

女双：马泰克/萨法洛娃

决赛：2：0巴尔蒂/德拉奎

混双：达布罗斯基/博潘纳

决赛：2：1格勒内费尔德/法拉赫

■■■■■ ■■■■■ ■■■■■

体育新闻 2017年6月12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满国徽 主编：王黎刚 美编：陈海冰A11 综合

供 求

遗失声明
海南东方龙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章
和法人私章，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东方市海华实业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章和法
人私章，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东方华美金地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合
同章和法人私章，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澄迈马村望海生蚝养殖专业合作
社拟向澄迈县工商局申请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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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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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111、66810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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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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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东 13807540298

陵 水 15338978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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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 13907518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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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 13907501800
屯昌 13907518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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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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户：海南日报社发行部
账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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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桂林三建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
司拟向海口市工商局申请注销

广告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外运海南公司拟将名下拖车、
拖卡、发电机等28项资产进行处
置，有意者请来公司洽谈。地址：
海口市滨海大道141号

农家乐餐饮招商公告
金林农业公司金林春晓项目位于
儋州市和庆镇G225国道边，项目
农家乐餐饮经营区现公开向社会
诚征经营商。项目总占地 2200
亩，已建成综合配套服务区占地
77亩，农家乐餐饮区占地约514
平方，餐饮设备齐全，欢迎来电来
司洽谈（谢绝中介）。王小姐
66526859、13337514896

债权转让通知
林晓彤：我已将湛江仲裁委员会
（2015）湛仲字第21号调解书确认
的债权其中1000万元转让给了李
华，现通知你向李华直接偿付上述
债务。特此通知
林保森 2017年6月1日

收购三部1000Kg乘客电梯
使用楼层12层15555882112

海口桂林洋一线地寻合作
林先生15289791505

求购海口市区5亩商业用地
18889271930 蔡先生
18608979603 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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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旅游，会务机票
66661997 团体13876001997

▲顾建琴遗失座落于海口市滨海
大道121-1号海南电力中试综合
楼 1103 房 的 房 产 证, 证 号:
HK166179,声明作废。
▲许寅生不慎遗失五指山市山水
龙湾11栋606房一张收据，收据
号为：0001138，声明作废。
▲东方城东茗品逸站不慎遗失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号 码:
46000719940408082X01，声 明
作废。
▲东方城东茗品逸站不慎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本 ， 号 码:
469007601111227，声明作废。
▲ 郑 青 梅 ( 身 份 证:
350583198211270743）于 2010
年1月5日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人民医院生男婴一名，名字叫李律
铖，其出生证不慎遗失，编码:
L460146388，现声明作废。
▲万宁龙兴种养专业合作社不慎
遗失工商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69006NA000331X，声明作废。

票务旅游

▲齐月娥、齐必凯因不慎遗失座落
于文昌市清澜镇居民新村的国有
土 地 使 用 权 证 ，土 地 证 号
W0300489号，现声明作废。
▲王美清遗失车牌号为琼C26032
车的营运证一本，证号:琼儋州
469003004339，声明作废。
▲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公安局
万冲派出所遗失海南省乐东黎族
自治县万冲农村信用合作社开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J6410005047201，特此声明作废。
▲五指山俊杰品味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证号：
G1046900101005330K，现 声 明
作废。
▲海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遗失广
东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张，发票代码
为：4400161130，发票号码为：
33207336，声明作废。
▲陈少英遗失身份证，证号：
460004197911140104，特 此 声
明。

▲海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三亚分
公司，遗失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一
张，发票代码为：4400161130，发
票号码为：33207337，声明作废。
▲海南莱尔美商贸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公章、财务章，现声明作废。
▲琼海嘉积三和布艺店不慎遗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为:
J6410007436001，特 此 声 明 作
废。

▲洋浦陆邦混凝土有限公司遗失

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代码:

46001 62320，号码:04401928，

特此声明。

▲万宁联腾富硒槟榔种养专业合

作社不慎遗失工商营业执照正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34690063241612222，声 明 作

废。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记者王
黎刚）记者从昨天召开的“钙立速杯”
2017年第4届国际旅游岛帆板大奖
赛合作签约仪式上获悉，该项比赛今
年8月至11月分别在哈尔滨、三亚和
海口举行。比赛将吸引几百名国内外
帆友来琼玩帆。

省文体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体育
旅游是海南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希
望通过企业和赛事的成功合作，使赛
事不断壮大，带动全民健身运动，增
强海南作为全球顶级旅游目的地的
软实力。

在活动现场，运营公司海南中体
联合赛事有限公司分别与三亚百泰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天地控股有限公司
签定赛事合作协议。

本次比赛的主赞助商三亚百泰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立表示，
国际旅游岛帆板大奖赛是一项新型
的、有前途的比赛，这项比赛的举办
对外推介了海南岛优美的风光。作
为海南的企业有责任和义务扶持这
样的比赛，希望这项比赛能越办越
好，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水上发烧友”
来海南玩帆。

该赛事已成功举办3届，从单一
赛事变成省内外多站点系列赛，包含
哈尔滨推广赛、三亚精英赛、海口大奖
赛。2016年海口大奖赛吸引了来自
全国16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中
国香港、中国台湾和中国澳门的选手
参加。此外，还有来自捷克、英国、德
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的选手参加，
总参赛人数达150余人。该赛事已经
发展成为国内规模较大、规格较高、内

容丰富、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一项帆板
赛事。今年赛事全面升级，结合海南
旅游市场，创造性的策划了“带上帆板
去海南旅游”为主题的赛事活动。希
望通过赛事的举办，更好地宣传赛事
举办城市和推动国际旅游岛体育旅游
产业发展，带动滨海休闲运动的发展，
为建设美好新海南添砖加瓦。目前，
2017年第4届国际旅游岛帆板大奖
赛的各项工作现已全面展开。

本赛事由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
体育厅、海口市人民政府主办，并已
列入海南省文体厅常态赛。赛事由
海南省体育赛事中心、海南体育职
业技术学院、海口市文化广电出版
体育局共同承办，海南省帆船运动
协会协办，海南中体联合赛事有限
公司运营。

2016年国际旅游岛帆板大奖赛三亚精英挑战赛吸引了国内外不少选手参
赛。他们在三亚的碧海蓝天里，享受帆板运动的快乐。 新华社发

“钙立速杯”2017年第4届国际旅游岛帆板大奖赛8月扬帆

几百名国内外帆友将来琼玩帆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记者王黎
刚）中乙联赛第9轮海口博盈队今天
客场挑战上海聚运动队，海口博盈队在
多一人的情况下，未能把握住战机，被
对手1：1逼平。眼看到手的3分变为1
分，海口博盈队遗憾不已。不过，这场
平局止住了海口博盈队的两连败。

本场比赛两队都输不起，此前，
海口博盈队主场两连败。上海聚运
动队排名靠后。尽管聚运动队目前
战绩不佳，但该队其实颇具实力，几
名主力球员均来自中甲和中超，主
教练为塞尔维亚人科科维奇。

开场后，两队并未保守，均组织
起了有威胁的攻势。上半场第30分
钟，上海聚运动队从右边路组织进
攻，当皮球传入禁区后被海口博盈
队门将王昊一稳稳拿住。2分钟后，
海口博盈队在前场获得任意球机
会，11号张凯铭抢点头球攻门，可惜
顶高。34分钟，海口博盈队率先做
出换人调整，10号王琦换下13号韩
超。上半场两队踢成0：0。

易边再战，双方在场上拼得很凶
狠。第48分钟，上海聚运动队王飞撞
击海口博盈队员王琦，后者倒地，裁判
鸣哨，随后裁判出示红牌将王飞罚
下。多打一人的海口博盈队趁机大举
压上进攻，下半场第56分钟，海口博
盈队取得进球。该队7号汪云龙接
到周世超的传球劲射破网，1：0。

取得进球后海口博盈队攻击一
浪高过一浪，几次进攻都非常有威
胁。十人应战的主队上海聚运动队
越踢越急，进攻没有章法，不过，海
口博盈队球员也不够冷静，樊群宵
犯规被裁判黄牌警告。第83分钟，
上海聚运动队7号徐君进球，场上比
分1：1。伤停补时阶段，两队没有再
取得进球，最终海口博盈客场1：1战
平上海聚运动，取得赛季首场平
局。6月17日中乙第10轮，海口博
盈队将在主场迎战上海申梵队。

本场比赛战罢，海口博盈队3胜
1和5负积10分，排在南区积分榜的
中游。

据新华社马来西亚新山6月11
日电（记者刘彤 林昊）中国男足11
日在马来西亚新山进行了到达后第四
天的训练，虽然核心郑智因伤缺席，梅
方和尹鸿博遭遇停赛，给主教练里皮
排兵布阵带来不小考验，但值得庆幸
的是目前阵中的伤病问题有所缓解。

据国足人士介绍，此前受伤的高准
翼、张琳芃都已经恢复和全队的合练，
而只有紧急被征召的范晓冬目前大腿

有些拉伤，但恢复问题不是特别大。另
外，在与菲律宾队的热身赛中拉伤大腿
的王永珀当天也一个人在场边在助理
教练的指导下进行恢复性训练。

在进行技战术训练前，里皮安排
队员们进行了抢圈训练，众人的状态
看起来不错，十分轻松，时不时发出阵
阵笑声。

门将曾诚在训练前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在新山包括球场和饮食方面

的整体安排都不错，大家都比较适
应。在谈到本场迎战叙利亚和上一次
有何不同时，曾诚说，主要是之前经过
对决韩国和伊朗等强队逐步找回了自
信，而对菲律宾的大胜也极大增强了
大家的信心。

在谈到对手时，曾诚认为，叙利亚
的防守反击做得比较好，同时中场也
有一定的速度，因此着重需要加强对
这方面的应对。曾诚还表示，近两天

也对叙利亚的定位球进行了研习，会
按教练的既定部署去做。

由于梅方遭遇停赛，中国队此番的
防守阵容可能会有所调整，张琳芃在受
访时表示，教练有时会安排不同的位
置，只要大家整体上做好了，同时前方
能够得分的话，取胜希望还是很大的。

曾诚和张琳芃都表示，无论遇到
怎么样的情况，都不会放弃，会积极拼
到最后一分钟，争取最好的结果。

世预赛再战叙利亚

国足伤病问题有所缓解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往日为
新闻报道而忙碌的媒体人忙里偷闲
在网球赛场上挥汗如雨了一回。经
过3天的比拼，由全国69家媒体参
加的第16届全国新闻界“永恒杯”网
球大赛11日在北京收拍，新出广联
队、新华社队和中央联队获得团体
前三名。海南队的华晓东/黄少东
组合获得了中年组男子双打第4名。

金丽秀/贾蔚然（山西）获得女
双冠军，郭晓勇/闫文龙（新出广联
队）、田野/高兴武（辽宁）和谢延民/
李锡铭（中央联队）分别获得男子青
年、中年和元老组的第一名。海南
新闻界网球队共派出了7名球手参
加男子中年组双打、女子双打和男
子元老组的比赛。海南队的张代
中/林永成获得了男子中年组双打
第7名。在上届比赛中，海南队获
得了团体总分第一名。

参加本届比赛的有人民日报、
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国国际广播
电台、海南、河北、河南、山东等省
区市的20支代表队，共157名男
女选手。

本项赛事的创始人之一、中国
网球协会副主席万伯翱在当日的闭
幕式上表示，这项举办了二十余载
的赛事对新闻工作者参与全民健身
和亲身体验网球运动有着积极意
义。“我们将尽心尽力把这项比赛

‘永恒’下去”。
1996年，万伯翱和浙江日报总

编辑江坪发起并举办了首届全国新
闻界网球赛。如今这项比赛已发展
为全国新闻界最具影响力的一项传
统体育赛事。大赛成为新闻界网球
爱好者以球会友、切磋球技、交流心
得的一个节日，成为他们每年到时
就必想参加的一项传统活动。

这次大赛得到了中华全国新闻
工作者协会和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
源开发中心的支持，北京新星环亚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郑州永恒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承办了比赛。

全国新闻界网球大赛在京收拍

海南队获
中年组男双第4名

中乙联赛第9轮战罢

海口博盈队1：1上海聚运动队

赛事预告
中乙第10轮

海口博盈VS上海申梵
6月17日（16：00）

地点：海南体育职业
技术学院球场

世界女子水球联赛总决赛美国夺冠

中国名列第六
新华社上海6月11日电（记者李嘉）11日，

中国女子水球队在国际泳联世界女子水球联赛总
决赛第五名争夺赛中以4：14输给了老牌劲旅荷
兰队，最终在参赛8支队伍中名列第六。美国队
则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以12：6战胜加拿大队
夺冠。俄罗斯队获得第三名。

上届世锦赛第五名中国队明显不是上届世锦
赛亚军荷兰队的对手，比赛刚开始荷兰队就率先
进球，开场3分钟取得3：0领先，中国队面对对方
的严密防守毫无办法，第一节就以0：4落后。

中国队直到第二节将要过半时才打入第一个
进球，找到了些进攻的节奏，很快又攻入两球。荷
兰队攻势依旧迅猛，两节过后以6：3保持领先。

第三节中国队似乎少了些运气，数次打门击
中门框，荷兰队则抓住机会越攻越猛，本节打进4
球，以10：3扩大了优势。最后一节中国队已无力
挽回败势，以4：14输掉了比赛。

赛后，中国队主教练龚大立说：“这场大比分
落败让我们看清了自己的问题，我们与欧美强队
差距很大。”

世界女子水球联赛总决赛共有8支队伍参
赛，是7月布达佩斯游泳世锦赛前各队的一次绝
好练兵机会。

中国女足
热身赛击败芬兰

新华社南京6月11日电（记者王恒志）中国
女足11日在江苏常州进行的一场友谊赛中4：2
力克芬兰女足，肖裕仪、马君、王珊珊和宋端分别
建功，王霜两次助攻队友得分。

本场比赛打得颇为跌宕起伏，世界排名不
及中国队的芬兰队开场仅4分钟就取得进球，
她们在外围的一脚远射打在中国队防守队员身
上折射入网，客场取得美妙开局。此后中国队
大举进攻，并终于在34分钟扳平比分，王霜禁
区前沿分球，肖裕仪跟进挑射破门，上半场两队
打成1：1。

易边再战，中国队很快反超比分，49 分
钟马君利用对手失误头球破门，53 分钟王珊
珊补射再下一城，中国队以 3：1 领先。58 分
钟芬兰队利用反击形成单刀破门，将比分迫
近为 2：3，但第 70 分钟，王霜再度在禁区外
送出妙传，宋端破门为中国队锁定胜局，最
终中国女足以 4：2 击败对手，取得这场热身
赛的胜利。

海口博盈队汪云龙
最近几场比赛表现突出，
关键时刻几次破门得分，
为球队立下战功。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