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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琼海嘉积鸿越特惠店不慎遗失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号 码 为 ：

460002198803130015，特此声明

作废。

▲王余美遗失海南易通生态科技

有限公司M2-306契税维修基金

收据客户联一张(编号6023685金

额:38474.52元)，特此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时尚衣都服装店不慎

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证号：琼国

税登字460027198306184423，声

明作废！

▲海南南盾荣成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建设工程规划临时

许 可 证 ，编 号 ：建 字 第

469007201500106号，特此声明！

▲海南太阳河温泉旅游度假中心

公章和财务专用章因破损，现声明

作废！

▲海口佳麟旅业发展有限公司公

通知
李庆同志：根据你与学校于2010
年5月18日签订的《离职攻读博士
学位合同》第二条规定：“学习期满
后15天内（2014年 8月15日）必
须回校报到”。请你自本通知发布
起7天内回学校报到，逾期不归按
自动离职处理。

海南师范大学
2016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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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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

▲海口泰屹建筑装饰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和法人私章各一枚，声

明作废。

▲澄迈白莲姚亮服装摊不慎遗失

工商营业执照副本一本，注册号:

469027600157679，声明作废。

▲海南节能贸易有限公司因公章

损坏，现声明作废。

▲澄迈县金江镇大塘村民委员会

墩山村民小组公章遗失，声明作
废。

注销公告
海口孙氏工贸有限公司拟向海口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
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减资公告
海南天禹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册资本由原来的人民
币1000万元减至600万元，原债
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到

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东方鼎丰实业有限公司(注册号

4690070000081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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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海南龙骧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拟向

海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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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陵水六八养猪农民专业合作社拟

向海南省陵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

45内来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保亭县瑞峰骏华养蜂专业合作社

拟向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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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因破损，现声明作废！

▲澄迈县金江镇大塘村民委员会

高山村民小组公章遗失，声明作

废。

▲电白县东发实业公司东方分公

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证号：

141430200003，特此声明。

▲三亚崖城立东电动车行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一本，号码:

460203600139322，声明作废。

解除合同公告
海南金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

北京高能筑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分别于2012年12月1日、25日签

订《建设工程设计合同》、《海南马

袅湾滨海国际旅游区（一期）220

亩建设工程设计合同补充协议》。

鉴于海南金萃已就高能筑博根据

原合同开展的工作支付完毕相应

款项，且因客观情况发生较大变

化，海南金萃无法继续委托高能筑

博开展上述合同及补充协议中剩

余工作。上述合同及补充协议自

本公告之日起自动解除，海南金萃

原股东方——海南建信投资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自愿承担由此产生

的经济、法律责任。

海南金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口桂林洋一线地寻合作
林先生1528979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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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务旅游

北京旅游，会务机票
66661997 团体13876001997

本报讯 2017年国际乒联日本公
开赛6月18日落幕，中国包揽全部冠
军。女单决赛上演中国“内战”，16岁
小将孙颖莎4∶3战胜陈梦夺冠。在前
一天的女双决赛中，孙颖莎与搭档队
友陈幸同夺得冠军。中国00后小将
孙颖莎首次出战世界巡回赛成人组
赛事，就横空出世成为“双冠王”。

在男单比赛中，马龙以4∶1战胜
队友樊振东，夺得冠军。马龙还与许
昕合作，夺得男双冠军。

日本公开赛是国际乒联巡回赛最
高级别赛事之一，本着锻炼新人的目
的，中国女乒并没有派出最强阵容，丁
宁、刘诗雯、朱雨玲全部缺席，仅由陈
梦率领几位20岁左右的小将出战。
国乒小将们表现出色，陈梦、王曼昱和
孙颖莎携手闯进四强。

女单第一场半决赛就是一场超青
春对决，由18岁的王曼昱迎战16岁
的孙颖莎。结果更为年轻的孙颖莎火
力全开4∶0横扫取胜。在决赛中，孙

颖莎面对的是师姐陈梦，两人打得难
解难分，孙颖莎在1∶3落后的情况下
实现大逆转以4∶3险胜收获冠军。

出生于 2000 年 11 月的孙颖莎
2015年底进入国家二队，今年一月才
进入一队。孙颖莎在本次比赛中夺冠
绝不是运气，她不仅在半决赛与决赛
中接连战胜两位队友，更是在第二轮
的时候4∶1力克新加坡名将冯天薇。
不管是女双决赛还是女单决赛，孙颖
莎都是在落后的情况下反败为胜，强

大的心理素质也让人称道。
在此次比赛中，中国女乒的小将

们在与日本队的平野美宇、伊藤美诚、
早田希娜等主力的对阵中大获全胜。
日本年轻一代迅速崛起，曾让不少球
迷表示担忧。如今孙颖莎、王曼昱、陈
幸同等新人的出现，证明国乒有充足
的后备力量，她们都有着扎实
的基本功，只要给她们机
会，就能一鸣惊人。

（小风）

国际乒联日本公开赛收拍 中国队包揽全部冠军

16岁孙颖莎横空出世夺双冠

■ 阿成

勇士夺得 NBA 总冠军后，队中
两位巨头库里和杜兰特下赛季的去
留，成为热点话题。然而，勇士双星
的去留话题还没“热”多久，就被C罗
抢了风头。皇马巨星亲口承认想离
开银河舰队，这一重磅消息立马引爆
国际足坛，登上众多媒体的头条。

C 罗在职业体坛的分量不见得
比库里、杜兰特重多少，他“离队”的
消息能抢夺 NBA 巨星的头条，震撼

效果更多地来自其突然性。刚夺欧
冠成就“双冠王”，卫冕金球奖几无悬
念，人们认为C罗迎来在皇马最好的
时期，而在毫无征兆之下，他说要走
了，任谁都难以置信。

当然，C罗想走有一明面上的原
因，那就是麻烦不断的逃税官司，西班
牙税务机关的穷追猛打让他不胜其扰
甚为气恼。C罗是否真的想走？逃税
官司是不是他想离开的真正原因？一
时间流言四起，猜测不断。有说曼联欲
与皇马商谈超级交易，将C罗带回曼

联；有说C罗嚷着离开，只是为涨薪施
压；还有说，此次C罗离队风波也可能
是弗洛伦蒂诺为留任皇马主席使出的
伎俩，最终留住C罗，也抢到了选票。

不管C罗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你
不得不为他闹离开抢头条的时机叫
好。据说因为逃税案件的烦扰，C罗
两个月前就有离队的一时冲动，但让
经纪人门德斯给按住了。门德斯劝
C 罗：即使有这种想法也不要说，等
到赛季结束后再考虑。现在闹转会，
C 罗看来处于主动且有利的局面。

其一，由于C罗在欧冠等赛事中表现
惊艳，身价看来还能涨，不管皇马涨
薪留人还是曼联天价挖角，他都能大
赚一把。其二，若 C 罗真想走，踢完
欧冠后再说，不用背负“动摇军心”的
骂名；不管皇马能不能夺欧冠，“逃税
官司困扰”都可作为离开的理由。其
三，此时抛出转会“炸弹”，还能把逃
税官司挤下头条，人们似乎不那么关
心“C罗有逃税嫌疑”的形象问题了。

职业体育也是一个生意场，C罗
能赚那么多钱，不得不佩服其经纪团
队的厉害；门德斯的一些手法看起来
有点“无赖”，但其经纪公司有那么多
客户，你不得不佩服他把这门生意吃
得那么透，玩得那么高。

C罗真会抢头条

新华社广州6月18日电（记者
王浩明）18日，CBA得分王朱芳雨通
过个人微博宣布正式退役。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终究会
到来，我的篮球职业生涯在今天正式
画上句号。”朱芳雨在微博中写道。

“从踏入篮球这片热土开始，感谢
我父亲让我接触了篮球，感谢广西的教
练让我认识了篮球，感谢宏远让我爱上
了篮球，感谢耐克，感谢球迷在身后赋
予我巨大的能量，感谢我的对手让我在
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挑战，感谢我
所有的队友们让我成就了这20多年精
彩的篮球生涯。对于篮球的热爱，我始
终如一。今天是结束，也是新的开始；
我享受作为球员所获得的一切；我也
期待新岗位的挑战。”朱芳雨写道。

1983年出生的朱芳雨从1999－
2000赛季开始为广东宏远效力征战
CBA，在其效力华南虎的18个赛季
里，和队友一起拿下八个总冠军。

中国篮协提供的数据显示，朱芳
雨职业生涯为广东队出战704场，得
到11287分、抢下2965个篮板、送出
1191 个助攻和 1096 次抢断。他是
CBA“得分王”，也是CBA历史首个
突破10000分的球员。

此外，朱芳雨分别在2008年和
2012 年获得 CBA 常规赛 MVP，在
2005、2008、2009和 2010年夺得总
决赛MVP，成为CBA目前唯一连续
三年获得总决赛MVP的球员。

在宣布退役前一个月，朱芳雨已经被
广东宏远任命为球队总经理。这位CBA
得分王，将正式开启一段全新的历程。

朱芳雨正式退役

本报讯 6月18日的中超赛场场面火爆。
在广州富力主场与上海上港之战中，上半场比
赛快结束时，两队发生大规模冲突。事态平息
后，当值主裁周刚将富力队李提香和上港队傅
欢红牌罚下。此场比赛还有多人吃到黄牌。

上半场临近结束时，上港外援奥斯卡在中
场附近得球后，连续两次将球闷到富力球员身
上，此时陈志钊冲过来一把将奥斯卡推倒在地，
随后上港以及富力双方球员和教练员冲撞在一
起，场面十分混乱。

无独有偶，北京国安与天津泰达的“京津德
比”场面也很火爆。上半场结束前，两队球员发
生冲突，李磊、潘喜明、买提江各吃到一张黄牌，
其中泰达球员买提江两黄变一红被罚下。

比赛结果为：广州富力1∶1战平上海上港，
北京国安2∶0天津泰达。

当日另外两场比赛，世界名师卡佩罗首先
没能让江苏苏宁摆脱低迷，苏宁主场0∶1不敌
长春亚泰，继续留在降级区；辽宁开新主场0∶3
不敌山东鲁能。 （小新）

大规模冲突 多人吃牌

中超“火气”大

富力与上港之战爆发激烈冲突，双方大量人员涌入赛场。 新华社发

孙颖莎在比赛中。 小新发

6月 18日，在广州举行的2017
年金砖国家运动会男子篮球比赛
中，由杜锋率领的中国男篮蓝队以
97∶57大胜印度队。图为中国队球员
吴前（中）在比赛中上篮。 新华社发

金砖国家运动会篮球赛

中国蓝队大胜印度

全国业余围棋公开赛
海口开赛

本报海口6月18日讯（记者王黎刚）2017
“新燕泰·国际旅游岛杯”全国业余围棋公开赛今
天在海口开幕。比赛共吸引了近百名国内棋手参
加，其中包括胡煜清、白宝祥、马天放、孙宜国、付
利等5位曾夺得业余世界冠军的棋手。本次比赛
总奖金20多万元。

本次比赛赛程7天，共赛9轮。比赛分A组
（40周岁以下组）、B组（40周岁以上组）、女子
组。设团体赛，奖励前6名。A组（40周岁以下
组）奖励前8名，B组（40周岁以上组）奖励前6
名，女子组奖励前6名，海南省最好成绩奖前6
名。A组前3名和B组第一名的棋手被授予中国
业余围棋6段称号。

中国围棋协会主席王汝南八段应邀出席了开
幕式，并与部分棋手展开一对三的多面打指导棋。

本次公开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
心、中国围棋协会、海南省文体厅、海口市人民政
府联合主办。

省中学生足球初中联赛
小组赛战罢16强产生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2017年海南省中学生
运动会足球赛暨初中男子校园足球联赛小组赛6
月17日在万宁战罢，16支队伍从小组赛中脱颖
而出，晋级第二阶段淘汰赛。

本次比赛于6月15日开赛，共有24支来自省
直属学校及各市县学校的代表队参加。比赛采用
8人制，每场60分钟。第一阶段为小组单循坏赛，
分成八个小组，小组前两名共16支球队出线，晋级
第二阶段淘汰赛。淘汰赛首轮（1/8决赛）对阵为：
三亚市VS海口市四队、海口市二队VS儋州市二
队、琼海市一队VS琼海市二队、昌江VS农垦中
学、海口市三队VS农垦实验中学、陵水VS定安、
海口市一队VS琼中、海南中学VS儋州市一队。

本次比赛由海南省教育厅、海南省文体厅主
办、海南省校园足球基金会、海南省学生体育协
会、万宁市教育局、北师大万宁附中承办。

海口市直机关
举行工间操比赛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7年海口“双创杯”
市直属机关工间操比赛近日落幕。经过两天角
逐，海口市发改委、海口市委组织部和海口市委老
干部局联队等队获一等奖。

本次比赛由海口市直机关工委、海口市文体
局、海口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联合主办，省社会体育
指导员协会承办。共有来自市直机关55个单位
1300多名机关职工参赛，设有团体一、二、三等
奖，优秀组织奖和体育道德风尚奖，共30余项。

本报讯 2017年世界男排联赛昆
山站比赛6月18日晚落幕，东道主中
国男排鏖战五局并在决胜局9∶14落
后时挽救5个赛点，最终以3∶2逆转日
本队，五局比分为20∶25、28∶26、17∶
25、25∶22和17∶15。中国男排本站

三战全胜夺冠，这也是外教洛萨诺执
教中国男排后获得的首个冠军。

此役，中国男排微调阵容，主教
练洛萨诺启用毛天一担纲主二传，主
攻季道帅、刘力宾，副攻陈龙海、饶书
涵，接应江川以及自由人童嘉骅均首

发出战。中国男排接应江川斩获本
队最高的24分，主攻季道帅和副攻
陈龙海分获13分和10分，主攻刘力
宾赢得7分，副攻李睿替补夺得5分，
队长仲为君和副攻饶书涵均斩获4
分，二传李润铭贡献3分。

在下午进行的一场比赛中，澳大
利亚队以3∶1力克土耳其队。至此，
世界男排联赛第二档赛事昆山站落
幕，中国男排三连胜积8分夺冠，澳
大利亚两胜一负积5分获得亚军，日
本一胜两负积4分获季军，三连败的
土耳其名列第四。

中国队此站虽然夺冠，但在第二
档12支队伍总排名上，以1个积分劣
势落后于日本队。最终日本队携手
澳大利亚、荷兰、斯洛文尼亚晋级第
二档总决赛。 （小文）

世界男排联赛昆山站收兵

中国男排逆转日本全胜夺冠

联合会杯揭幕战
俄罗斯轻取新西兰

据新华社圣彼得堡6月17日电（记者郑道
锦）2017年联合会杯足球赛17日在圣彼得堡体
育场开幕，东道主俄罗斯队凭借着上下半场的各
一个进球，以2∶0轻松战胜大洋洲冠军新西兰队，
取得开门红。

本届联合会杯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喀山和索
契四个城市展开，一共有8支球队参赛，18日将
进行A组的另外一场和B组的一场比赛，C罗领
衔的欧洲冠军葡萄牙队将在喀山对阵北中美及加
勒比地区金杯赛冠军墨西哥队；而B组的美洲杯
冠军智利队将在莫斯科对阵非洲冠军喀麦隆队。
世界冠军德国队将于19日在索契首次亮相，对手
是亚洲杯冠军澳大利亚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