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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东方市新科瓜菜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

号：G10469007009043208，声明

作废。

公 告
经陵水公路分局在国道G223线
（海榆东线）K263+905左侧调查
发现违章设置高立柱广告牌（未经
许可审批），现要求七日内到陵水
公路分局接受办理相关手续，否则
将视为无主处理。
联系人：郑金亮 联系电话：
83312629 13876381058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陵水公路分局

2017年8月12日

注销公告
东方雄标广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信用代码91469007324076650K）
向东方市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
债务人45天内前来办理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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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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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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锦润大坡投资有限公司在

注销过程中遗失公章，特此声明。

▲陈山不慎遗失商业险发票一张，

发票代码为：4600162320，票号：

08814553，声明作废。

▲海口海汽运输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琼A33729车辆道路运输证正

本，证件编号：460100028951，声

明作废。

▲海南金澳矿业有限公司原公章

财务章，因为磨损声明作废。

▲段恒春遗失中国海南海花岛2

号岛268栋1624房楼宇认购书客

户联，编号为：0200828，声明作

废。

▲翁文华遗失身份证，证件编号：

460102199301171212，声 明 作

废。

▲文昌巾道特种稻米开发专业合

作社遗失税务登记正本，证件编

号 ：460005069667196，声 明 作

废。

▲文昌巾道特种稻米开发专业合

作社遗失营业执照（正本）一份，证

件编号：469005NA000367X，声

明作废。

▲海南锦润博养投资有限公司在

注销过程中遗失公章，特此声明。

▲海南锦润江东置业有限公司在

注销过程中遗失公章，特此声明。

▲琼中县长征镇罗柳经济合作社

尾号0140基本帐户预留印鉴卡因

法人变更，现声明作废！

▲东方东海吉祥不锈钢铝合金装

饰 部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2469007MA5RE21J4T）不慎遗

失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发票

代 码:4600153320，发 票 号 码:

09453714，声明作废！

▲海南科创石业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陈林信、陈绵肯遗失定安县宏城

水岸11栋2单元902房购房收据，

证件编号：0014303、0803588、

0007753、000754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海南鑫绿园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拟
向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债权债务人自登报起45天
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广告

▲东方金虹实业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

469007000002800，声明作废。

▲海南省招标投标协会不慎遗失

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本，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51460000780733896K，声 明 作

废。

▲赵开活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07198405067235，特此

声明！

▲海南省化学化工学会不慎遗失

海南省社会团体会员费专用收据

（琼财非税［2011］16号）第三联一

张，票号：No7493556，声明作废！

股权转让
老城某工厂转让，占地面积 238

亩，建设有厂房、宿舍、办公大楼等

近10万平米，有意者请联系张先

生 15799000119、15308918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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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扫描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8月12日，海口1000名爱心人士用公益跑活动形式，参与海口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全国中学生沙排赛结束

琼山中学获两项冠军
本报海口8月12日讯（记者叶媛媛 实习生

陈子仪）今天上午，第十三届中国中学生沙滩排球
锦标赛结束。海口市琼山中学代表队荣获高中女
子组、初中女子组冠军。此外，该校还在此次大赛
中获得了初中男子组亚军和高中男子组季军。

本届比赛由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中国排球
协会主办，在浙江省长兴中学举行。近些年，全国
中学生排球异军突起，内地多所学校非常重视中
学生排球运动的发展，竞争非常激烈。

排球作为琼山中学的特色招牌之一，多年来
一直备受学校重视。目前该校排球队已多次在全
国多个比赛中获得优异名次。该校负责人表示，
通过本次比赛，不仅提高了队伍的技战术水平，也
提高队员的自信心，该校也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
推动学校其他体育项目发展。

本报海口8月12日讯（记者邓
海宁）今天上午，由海口市“双创”工作
指挥部指导，海口市文明办、海口市文
化广电出版体育局共同举办的“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我支持，我参与”爱心
定向跑活动在海口市万绿园举行。来
自海口市的1000名爱心人士、志愿者
参加了本次公益跑活动，用实际行动
支持、参与海口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记者当天在活动现场看到，离活
动开始还有一段时间，就已经聚集了
大量参加公益跑活动的爱心人士和
志愿者，正在现场跃跃欲试地做着准
备活动，全场运动热情高涨，之后随
着号令员的一声枪响，公益跑活动正
式开始，参赛者们更是犹如潮水般奔
涌而出。

据了解，为了更好地普及文明知
识，全面提升海口市居民文明素质，号
召居民积极支持参与海口市文明创建
工作，海口“双创”工作指挥部将“全民
健身”与“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相结合，
通过全民健身、寓教于乐的方式，把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知识问答、调查
问卷融入到定向运动的闯关游戏中，
让广大市民通过公益形式参与到创建
文明城市中来。

据悉，本次爱心定向跑共5公里，
不设名次，参与者通过任务收集社会
核心价值观贴纸，凭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荣誉护照”用步数兑换相应的奖
品，奖品也将捐献给福利院的儿童及
孤寡老人，用行动、用爱心支持海口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

助推“创文”攻坚

海口举办全民健身爱心定向跑
文昌建成
1062个体育场地

本报讯（见习记者张期望 实习生符娇媚）
2017海南亲水运动季暨文昌市“全民健身日”系
列活动启动仪式近日在文昌市龙楼镇举行，本次
亲水活动共有19项重点项目和77项互动项目，
其中由文昌市举办和承办的活动有6项。

据了解，除了当天现场举办多场健身运动活
动外，文昌还将举办亲水运动季全民健身系列活
动，扩大亲水运动在文昌市的普及推广。为支持和
鼓励全民健身，近年来，文昌市实现各镇体育健身
中心全覆盖，208个行政村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已建
成并投入使用，全市共建成体育场地1062个。

本报老城8月12日电（记者王
黎刚）2017海南国际旅游岛自行车联
赛澄迈站比赛今天在澄迈罗驿古村结
束。安道中国车队的刘勇夺得了男子
公开组冠军。

本次比赛吸引了近400名省内外
业余自行车选手参赛，起终点均设在
澄迈县罗驿古村戏台。比赛为山地越
野绕圈赛，分别为男子公开组、男子
40岁以上组、男子少年组、女子公开
组、女子少年组，同时在男子公开组内
设海南男子公开组。比赛吸引了数百
名观众到场观看。

最终，在男子公开组中，刘勇、余
绍霖、刘运隆分别获得前3名。在男
子40岁以上组别中，覃家庆获得第一
名，蓝海峰和崔光旭分别获得第二、三

名。在女子公开组中，尹若萍、王冰菊
和刘诞青分别赢得前3名。在男子少
年组中，王崇臻、邓国才和谢容宇分获
前3名。在女子少年组中，前三名分
别被冯仕文、梁艳青、杜传艺收入囊
中。在海南本地组中，李瑞、杜观和阿
尔乔姆（白俄罗斯）获得前3名。

组委会负责人说，海南国际旅游
岛自行车联赛的每一站比赛围绕举办
地独特的风土人情量身打造，为参赛选
手留下深刻印象的同时，也令每一站的
美景与浓郁风情随赛事广为传播。在
接下来的比赛中，海南联赛将在保持专
业性的基础上，继续提升赛事精彩程度
和趣味性，为选手们提供更好的赛事线
路、安全保障及后勤服务，让骑行爱好
者拥有更佳的参赛体验。

海南国际旅游岛自行车联赛澄迈站结束

刘勇夺男子公开组冠军

本报海口8月12日讯（记者王
黎刚）“激扬青春·快乐健康”2017海
南省青年男子足球赛总决赛今天在海
口市世纪公园球场开赛。在揭幕战中
爆出大冷门，上届冠军海口海航红色
战车队1：2负于儋州队。

省青足赛总决赛原本16支球队

参加，海经贸队和省司法厅队因故退
出本次比赛。最终，14支球队参加
本次比赛，其中 8支球队来自市县
组、2支球队来自省直机关组、2支球
队来自高校组、2支球队来自部队和
企业组。

比赛分为4个组，先进行小组循

环赛，小组前两名出线。8强赛采用
淘汰赛制。分组情况为A组：海口海
航红色战车、三亚海浪晨晖、临高代表
队、儋州代表队。B组：海口琼山区
队、文昌代表队、南航部队代表队。C
组：万宁代表队、海南大学、海南广电
总台、海南师范大学。D组：海航实

业、五指山代表队、卫计委。
比赛8月20日结束，分别在海南

大学、海口世纪公园足球场和海南工
商职业学院足球场举行。在总决赛
中，每支参赛队允许有5名外援报名
比赛，并且最多只允许5名外援上场
参赛。组委会还允许2名本单位超龄

队员报名，但只允许1名超龄球员上
场参赛。

本届赛事由共青团海南省委、海
南省教育厅、海南省文体厅、陵水黎族
自治县人民政府等单位共同主办。海
南省青少年活动中心和海南省青少年
足球发展促进会承办。

省青年男子足球赛总决赛开踢
海口红色战车队爆冷1：2负于儋州队

中超战报
（第22轮）

山东5：0上海申花
（山东队升到积分榜第3名）

英超战报
（首轮）

阿森纳4：3莱斯特城
沃特福德3：3利物浦

费德勒晋级
蒙特利尔网球赛四强

新华社渥太华8月11日电 11日在蒙特利
尔进行的ATP大师赛男单四分之一决赛中，瑞士
天王费德勒以两个6：4横扫阿古特，晋级四强的
同时朝着个人本赛季的第六个冠军头衔迈进。

这场在中央球场进行的较量持续了68分钟，
费德勒发出了5记ACE球，总共只有两次双发失
误，一发得分率高达81％。

相比之下，阿古特在发球方面表现欠佳，总共
3次被破发，一发得分率只有65％。

费德勒赛后说：“在蒙特利尔，积极的打法效
果不错。而且，我在网前的感觉也很不错。”

阿古特则表示，他没能找到比赛的节奏，球感
也不是太好。

费德勒本赛季的总战绩为34胜2负。在2017
年，费德勒已经拿到5项职业赛事单打冠军头衔。

在半决赛中，费德勒的对手将是荷兰选手哈
斯，后者在四分之一决赛中以4：6、6：3和6：3淘
汰了施瓦茨曼。

据新华社伦敦8月12日电（记
者苏斌 吴俊宽）因为谢震业的伤情，
开赛前一小时才最终确定阵容的中
国男队在12日上午的国际田联世锦
赛4X100米接力预赛中位列小组第
三，顺利晋级当晚决赛。

由吴智强、谢震业、苏炳添和张
培萌组成的中国队曾在上个月的国
际田联钻石联赛摩纳哥站中夺冠。
不过谢震业在伦敦世锦赛100米半
决赛中左腿肌肉有些受伤，赛后他立
即在伤处缠上冰袋，因此前一晚中国
队决定在第二棒派上梁劲生。

不过谢震业在12日接力赛前热

身时感觉不错，中国队最终决定派其
出场，队伍得以保留最强阵容出战。
预赛第二组登场的中国队跑出38秒
20，小组排名第三，直接获得一个决
赛席位。

男子百米进入决赛的苏炳添就
认为，谢震业确定上场，对整个队伍
是一种士气的鼓舞。“小谢最后能上
场非常不容易，这几年一直都是我们
这个阵容，”苏炳添说，“如果缺一棒，
感觉士气各方面都会掉一块。今天
我觉得这个结局真的很棒。”

张培萌说：“这件事对我们的影
响还是挺大的，毕竟我们平时这么长

时间的磨合比较稳定，对他有很强的
信任感。”因此赛前一小时得知谢震
业出战的消息时，张培萌心里颇感欣
慰和踏实。

张培萌表示，其实自己今天挺担
心这一棒会出现问题，虽然受到伤情
影响的谢震业难与最佳状态相比，不
过比赛进程还是非常顺利。

作为一名30岁的老将，张培萌
将在本届世锦赛上迎来个人国际赛
场的最后一战，他希望能画上一个完
美的句号。“决赛对我来说，除了要为
团队全力以赴争取奖牌，还要好好享
受国际舞台。”他说。

开赛前一小时才最终确定阵容

中国男队晋级世锦赛4X100米接力决赛

本报海口8月12日讯 （记者
尤梦瑜 实习生吴可丽）今天晚上，

“助力‘双创’‘美好新海南 幸福新
海口’——海口市广场舞大赛”决赛
在海口落下帷幕。琼山校友队荣获
本次大赛一等奖，龙华区文化馆精
英艺术团、滨江舞蹈队获得大赛二
等奖。这3支队伍获得参加“美好
新海南”2017海南省广场舞大赛的
资格。

当晚的最佳人气奖由来自琼山
区的金茉莉舞蹈队获得。

当晚的决赛共有来自秀英区、

龙华区、美兰区、琼山区4个区的15
支队伍参赛，其中包括通过初赛、复
赛选拔出的12支队伍以及经过前
期网络投票而“复活”的3支队伍。

决赛舞台上，15支队伍以热情
洋溢的精神风貌、动感矫健的舞步舞
姿各显神通。队员们或身着独具特
色的民族服饰，或身着青春动感的运
动服装，在灯光舞美的映衬下为观众
带来了不同主题的舞蹈。黎族民族
舞、西班牙大摆裙斗牛舞轮番上场，
精彩纷呈的节目吸引不少市民驻足
欣赏，各队伍精心准备的创意广场舞

引来观众掌声不断。
“广场舞是全民健身中的重要

一部分，看到今天这么精彩的比赛，
让我也跃跃欲试想要去跳跳啦。”海
口市民覃蓉说。

本届“助力‘双创’‘美好新海
南 幸福新海口’——海口市广场舞
大赛”由海口市文体局指导，海南日
报报业集团、海口市秀英区、龙华
区、美兰区、琼山区文化体育和旅游
发展局联合主办，南海网承办。比
赛自今年7月启动，吸引了海口市
100余支队伍报名参赛。

海口市广场舞大赛落下帷幕

海口三支队伍获省广场舞大赛资格

8月12日晚，龙华区文化馆艺格青年舞团在“助力‘双创’美好新海南幸福新海口”海口市广场舞大赛决赛上表
演《石榴园》。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