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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日报会展有限公司现就2017美丽乡村发展大会现

场服务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项目概况：本项目为美丽乡村发展大会（陵水）现场服

务。会议时间：2017年12月8日-10日，会议规模：600人。

服务项目包含：会场布置、会议引导、餐饮、茶歇、住房安排、项

目考察、交通接驳等600人左右（含200人左右接送机）大会

服务工作。

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良好的

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

金的良好记录，具备资质，有较强的本地化服务能力，近两

年有同类会议活动工作经验，接待过千人以上规模会议的

优先考虑。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7年10月25日至31日，每

日上午9时至11时30分，下午15时至17时30分（北京时

间），在海南省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新闻大厦一楼会

展公司报名，报名时需提交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

代码证、法人委托书（或单位介绍信）、受委托人身份证及投标

人资格要求的相关资料（核原件收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17年11月1日17时（北京时间）。

联系人及电话：刘女士 66810859

2017美丽乡村发展大会现场服务项目招标公告

减资公告
海南润森农业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议决定，注册资本由叁亿陆仟零柒
万元人民币减少至叁亿零柒万元
人民币，原债权债务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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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海南嘉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

公司结算业务需要，请各债权债务

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十日内与

我司联系申报、核实债权、债务情

况 。 联 系 人 ：张 辉 ；电 话 ：

18265867222

海南嘉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19日

注销公告
海南沪试分析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拟向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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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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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德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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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超不慎遗失警官证，警官证号

为:公现役字第1059869号，现声

明作废。

▲屯昌林锋养猪专业合作社遗失

工商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93469026MA5RDAQQ7C，现声

明作废。

▲吴清源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460027199710130616，特 此 声

明。

▲谭宗书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 460026199805090614 特此声

明。

▲韩伟伟遗失绿地集团海口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海南绿地海德公

馆 定 金 收 据 壹 张 ，收 据 编 号

0005137#50000 元，特此声明作

废。

▲林鸿稠遗失坐落于文昌市铺前

镇东坡村委会同罗村民小组的集

体土地使用证，证号：文集用

(2010)第032024号，特此声明。

▲海南天行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各一本，

注册号:4600002019071，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文昌昌盈发瓜果专业合作社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注册号：

469005NA000115X；税务登记证

正 、副 本 原 件 ，税 务 号 ：

460005573095115；组织机构代

码 证 正、副 本 原 件 ，代 码 号 ：

469005NA000115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洋浦恒发平价超市不慎遗失海南

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四张，

发票代码：146001410202，发票号码：

06573997-06574000，声明作废。

▲赵中河遗失海韵广场收据履约

保证金 2 张收据，收据编号:

4368437、4368433，现声明作废。

▲肖才明遗失海韵广场收据履约

保证金 1 张收据，收据编号：

4514604，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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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兴隆10月28日电（记者
王黎刚）“碧桂园杯”2017第十二届
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以下简
称环岛赛）今天下午结束了揭幕战的
争夺，来自日本UKYO车队的西班
牙冲刺手乔恩·阿贝拉斯图里凭借时
机完美的冲刺，爆冷击败赛前大热
——来自意大利威廉车队的雅克布·
马雷斯科，赢得开门红。爱寿维车队
的迈克尔·弗雷博格取得第三名。

本站过后，阿贝拉斯图里凭借终
点冲刺减秒以及积分，披上了领骑黄
衫以及冲刺绿衫；爬坡王圆点衫由布
茨获得，而他的突围同伴库珀则收获
了敢斗奖。中国捷安特车队的陈智
文获得亚洲最佳蓝衫（冲刺名次最高
的亚洲车手）。

本站比赛以兴隆作为起终点，全
长88.3公里，设置一个途中冲刺点及
一个四级爬坡点。由于比赛线路短，
地形平缓，主车群的行进速度很快，全
程均速保持在每小时48公里左右。
比赛前半程，主车群进行了漫长而煎
熬的突围争夺，来自巴迪亚尼、H&R
布洛克、猴城等队伍的车手相继发起
进攻，但都被主集团无情抓回。

到达四级爬坡点时，突围集团土
崩瓦解，仅剩两位国家冠军——新西
兰冠军库珀和乌克兰冠军布茨在向爬
坡点发起冲击。然而库珀的爬坡能力
稍逊一筹，在稍作挣扎后放弃摇车，目
送布茨取得该爬坡点的头名并锁定首
日的爬坡王圆点衫。而主集团也在此
时拍马赶到，迅速吞并所有兔子。

最后15公里，爱寿维、科尔斯、
威廉等队伍都组织队形，将冲刺主将
带到最前方。比赛过程中长期领骑
带风的威廉车队人员消耗过大，在最
后阶段仅剩一名带冲手协助马雷斯
科，以至于他的开冲位置不佳。处在
理想位置的西班牙人阿贝拉斯图里
强势启动，力压群雄，取得了这场揭
幕战的胜利。马雷斯科在最后100
米奋力追赶未果，只能屈居亚军。

29日，环岛赛将迎来第二赛段
的争夺，从兴隆到海口的平路赛段全
长230公里，这也是环岛赛历史上里
程最长的赛段。

关注2017年第十二届环岛赛

本报兴隆10月28日电（记者
王黎刚）以“体育IP创新，价值赢取
未来”为主题的2017中国（海南）体
育赛事价值论坛暨中国自行车赛
事共享发展圆桌会议今天在万宁
举行。

论坛上，嘉宾们对中国体育赛
事和自行车赛事共享发展进行了充
分的讨论。

首都体育学院教授王庆伟认
为，体育赛事进入新时代，中国正在

经历消费转型与升级，“文化自信，
讲好中国故事，提升文化软实力”，
体育赛事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
正逢大力发展的好时机。

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原
副厅长杨毅光说：“海南已经进入
3.0时代的旅游，1.0是只看风景，2.0
是度假旅游，3.0时代是进入体验式
旅游阶段，体验式旅游里很大部分
是体育运动项目和赛事。”

值得注意的是，由体银智库和

新浪体育联合推出的中国第一本
《中国体育赛事价值报告（2017）》及
《中国体育赛事政策总集》发布，共
70余万字。体银商学院院长安福秀
说：“这是体银智库今年第三套报
告。该报告由总报告篇、政策篇、实
操篇、行业篇、经典案例篇、赛事运
营公司篇组成，包括各垂直行业发
展如何，如何运营一场比赛，政策如
何，未来趋势等等，解决赛事运营过
程中的困惑。”

中国体育赛事价值论坛万宁举行

2017年第十二届环岛赛首战打响
中国车手陈智文身披蓝衫

本报海口10月 28日讯 （记者
况昌勋 通讯员李策）椰岛书画绘美
景，夕阳翰墨写新章。今天正值重阳
节，省委老干部局联合省老年书画研
究会在海口举办“学习贯彻十九大·
金秋浓情庆重阳”老干部书画作品
展，把十九大精神“画”出来，深入学
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

此次书画展是我省首次举办老

干部临帖创作作品展览，共展出书画
作品100多幅。这些作品从不同侧
面、不同角度反映了十八大以来党和
国家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展望了十
九大描绘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的雄伟蓝图，赞美了美好新海南的
建设，展现了海南良好的生态环境、优
美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历史文化。

省委组织部、省委老干部局有关负

责人表示，举办这次书画展，对广大老干
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非常有
意义，希望全省老干部以党的十九大精
神为指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如
既往地关心和支持省委、省政府工作，
为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作出新贡献。

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信田，
省委组织部、省委老干部局相关负责
人出席了书画展开幕式。

“学习贯彻十九大·金秋浓情庆重阳”老干部书画作品展海口开幕

把十九大精神“画”出来

本报海口10月 28日讯 （记者
卫小林）今晚，由省公益文化研究会
联合省扶残助残爱心协会等单位举
办的“2017重阳节椰海建材城爱心
之夜敬老宴”在海口椰海建材城举
行。省公益文化研究会提出“共享母
亲”倡议，号召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多
抽空去陪伴孤寡老人或空巢老人。

晚6时许，来自社会各界近百位
爱心人士为老人们准备的晚餐相继端
上餐桌，参加晚宴的老人们来自周边
社区，其中仅建材城附近的高坡村，就
有四位90多岁老寿星在村干部带领
下入场，主办单位和爱心人士还为他
们送上了慰问金、保温杯等礼品，让老
人们过了一个开心的重阳节。

省公益文化研究会从倡导人文
关怀、践行公益慈善理念出发，正式
提出“共享母亲”概念，即号召社会各
界爱心人士多抽时间轮流去社区、养
老院等地，定期定向看望孤寡老人或
空巢老人，用陪伴给老人快乐时光。
活动现场宣读的“尊老爱老倡议书”，
吸引了众多爱心人士签名加盟。

省公益文化研究会倡导关爱母亲
号召爱心人士抽空多陪伴孤寡老人或空巢老人

省全民健身射箭比赛开幕
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记者林永成）2017

年海南省全民健身运动会“诚远射箭杯”第二届射
箭公开赛，今天在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开幕，来自各
市县的89名选手将展开为期两天的角逐。

本次比赛设4个竞技组别，分别为竞技反曲
弓男子组、竞技反曲弓女子组、美猎弓男女混合组
和复合弓男女混合组。每个组别奖励前三名。

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们个个精神抖擞，从站
位、搭箭、预拉、开弓、瞄准、撒放到放松，动作利
索，一气呵成。

省射箭协会会长任应求表示，这是海南首次
举办大型室外射箭比赛。本次比赛的举办，有利
于提高群众对射箭这一古老运动的认识，推动海
南射箭运动发展。

全国群众登山保亭站收兵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10月28日，来自全国

的200余名专业运动员和数千名登山爱好者汇聚
保亭，展开全国群众登山大会（保亭站）争夺。

此次活动设群众登山健身和专业登山比赛两
大项目。专业组选手率先从保亭七仙广场骑自行
车出发，到七仙岭登山口全长11.3公里，再转为徒
步登山赛段，到达七仙岭二峰平台全长2.3公里。

专业组选手出发后，进行群众登山健身大会，
数千名登山爱好者从保亭七仙广场出发，根据群
众自身身体状况，分5公里体验型和11.3公里全
程型两条路线，进行徒步登山健身活动。

经过激烈角逐，来自浙江的王国龙以49分
34秒获得男子组冠军，女子组冠军则由来自四川
的唐景燕获得，成绩为1小时02分25秒，组委会
为每组前三名分别颁发了奖金及证书。

海口市校园足球邀请赛
第三季冠军决出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2017年第一届海口市
“市长杯”校园足球邀请赛第三季比赛日前结束，虎
跃启蒙一队、海口景山学校队和海口农垦直属第三
小学队分别夺得各组别冠军，并获年度总决赛资格。

首届海口市“市长杯”校园足球邀请赛于今年
3月开赛。比赛设U7、U9和U11三个组别，分为
周赛、季赛和总决赛。每季决出4个周冠军，周冠
军经过抽签对阵决出当季的季冠军。4个季冠军
进入最后的总决赛。

经过激烈角逐，U7组的冠军被虎跃启蒙一队
摘得，U9组的冠军为海口景山学校队，U11组冠
军为海口农垦直属第三小学队。这三支队伍在获
得各组别冠军的同时，也获得了参加年度总决赛
的资格。

全国高校海南校友会
羽毛球联赛海口开打

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记者卫小林）2017
年“三威牛大力”杯第四届全国高校海南校友会羽
毛球联赛今天在海口键岛羽毛球馆开打，共有上
海交大、武大等60支全国各大高校海南校友会球
队近千名运动员参赛，创下历届参赛人数之最。

中国高校海南校友会羽毛球联赛自2014年
创立以来，为推动高校校友体育交流和海南民间
体育运动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主办方相关负责
人表示，本届赛事的举办让大家在强身健体的同
时，也加深了全国高校海南校友会之间的友谊。

本届比赛为混合团体赛，分两个阶段进行，60
支队伍在第一阶段分12组进行循环赛，各小组前
三名晋级第二阶段的淘汰赛。11月5日将决出冠
亚季军，奖励前八名，并颁发奖杯、锦旗和奖金。

海南省网球团体赛海口开拍

28日，参加2017年第十二届环岛赛的选手在奋力冲刺终点。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10月28日，“中国银行杯”第八届海南省网球团体赛在海口开拍，比赛共有
17支球队、219名选手参加，分4个组别，以小组循环赛+淘汰赛方式进行。第
一阶段采取小组循环赛制，每小组排名前两名队伍进入淘汰赛。第二阶段采用
淘汰赛制，小组赛第一名队伍将优先排入签位，小组第二名队伍随机排入剩余签
位，最终决出全部名次。比赛将于11月5日在海口落幕，前3名将分别赢得3万
元、2万元和1万元奖金。图为选手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