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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海南罗曼实业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副本（副本号：2-2），证号：
914600005839275524，声 明 作
废。
▲海南比昂贸易有限公司遗失海
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
4600163130， 发 票 号 码 ：
04561430，声明作废。
▲海南天弘璐璐实业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1本、副本2
本(2-1、2-2)，统一信用代码号：
91460100MA5RCUJX9Y，现 声
明作废。
▲陵水新村华荣大药房不慎遗失
公章，声明作废。
▲海口秀英马尕西木兰洲拉面馆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60105600163602，特此声明。

通知
致海南百大投资有限公司：
根据我司与贵公司签订的《“芭普
假日”项目室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
合同》、《<芭普假日>公共部分装
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芭普假日
项目室内、公共部分装饰装修工程
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书》、《芭普假日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889912934

项目室内、公共部分装饰装修工程

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书（二）》，该项

目工程质量保证金26万元的支付

时间已于 2017 年 12 月 26 日届

至，但贵公司未依约付款。现特此

通知贵公司于见报之日起一日内

支付合同约定的工程质量保证金

26万元及违约金52万元。

同济艺鼎（海南）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二零一八年三月十六日

公 告
海口市龙华区博仁学校，海口市龙

华区博仁幼儿园因股权变更和管

理层调整，现需变更校名、举办者

及法定代表人等，如有单位和个人

与本校和原法定代表人王华丽女

士有任何债务纠纷的，请找王华丽

女士本人协商解决，从公告见报之

日起本校概不负责。

海口市龙华区博仁学校、海口市龙

华区博仁幼儿园

办公室出售
海外大厦12楼办公室741m2市中
心交通便利，有意者来电：陈女士
13858044552

白沙2块地转让
手续齐备。3千平酒店转让，位置
好。13337626381李

▲三亚兴华园实业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银行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
为：G1046020100006060J，声明
作废。
▲吴爱琴不慎遗失海南临高碧桂
园方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
的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自开）一
张，发票代码：246001490619，发
票号码：00022124，金额：365216
元，特此声明。
▲海南魅力壹百文化娱乐有限公司
琼海店公章不慎遗失，现声明作废。
▲海南李木匠装修装饰有限公司的
发票专用章不慎遗失，现声明作废。
▲何飞娅遗失海南儋州白马井中
南西海岸2.1期B2-2-409号房的
房款收据一张，金额：366693元，
收据编号:No0034905 ，特此声
明作废。
▲屯昌县屯城镇新世纪幼儿园不
慎遗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副本一本：屯民证字第〔2013〕02
号，现声明作废。

▲陈用芳遗失座落于文昌市清澜
高隆湾白金路白金海岸4幢344
房的不动产权证，证号：文昌市产
权证26137号，特此声明。
▲屈惠博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
税收完税证明，票证号码：(141)琼地
证06635013第一联，声明作废。
▲儋州福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已盖章商品房买卖合同1套
（4 本 ） 合 同 编 号 ：FA ·
DZ0001278，特此声明作废。
▲李衍光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一
本 ， 证 号 为 ：
460027197801280039，声明作废。
▲三亚拍拍淘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G
1046020100375500A，声明作废。
▲陈显锐不慎遗失身份证，身份证
号:46000420000127081X，特此
声明。
▲白沙万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文昌市建设工程规划临时许可
证 ，证 号 ：（ 临 ）建 字 第
469005201300193号，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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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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
承接资产委托拍卖13976113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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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海南开心窝房地产服务有限公司
拟向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45
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儋州蒙恩工艺墙纸厂拟向儋州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
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前来
办理相关事宜。

解除劳动关系公告
儋州春江南华糖业有限公司员工
周 宁 添（ 男 ，身 份 证 号 ：
46002919771017**34） ，你 从
2017年10月9日起至今没有到公
司上班，又没有办理请假手续，旷
工共计65天，已严重违反公司劳
动纪律及有关制度，公司决定解除
你劳动合同，请你自登报之日起7
天内到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儋州春江南华糖业有限公司
2018年3月17日

▲吴乾丽遗失护士证书,证号:
201146000544,特此声明。
▲何飞娅遗失海南儋州白马井中南
西海岸2.1期B2-2-409号房的备
案费收据一张，金额：155元，收据编
号:No0034906，特此声明作废。
▲王珺遗失三亚市翠屏凤凰水城
E区一组团4#13a12办产证费用
收据一张，编号:1002142，收据金
额：1260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王珺遗失三亚市翠屏凤凰水城
E区一组团4#13a12办产证费用
收据一张，编号:1001732，收据金
额：840827，特此声明作废。
▲陈用余遗失座落于文昌市清澜
高隆湾白金路白金海岸4幢363
房的不动产权证，证号：文昌市产
权证26134号，特此声明。
▲海南省老摄影家协会公章遗失，
声明作废。
▲赖金喜不慎遗失琼D7AQ58货
运车工商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469033600079947，现声明作废。

广告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人民政府
关于湾岭农副产品加工园区第四、第五期用地范围坟墓迁移的公告

根据《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调整湾岭农副产
品加工园四、五期项目征地范围的批复》(琼中府函〔2018〕42号)文
件，湾岭农副产品加工园区第四、第五期将征收位于海南中部（琼
中）绿色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办公楼后面石头堀村的向阳岭的土
地，用地面积625.2915亩。经调查，在用地范围内发现许多坟墓，为
顺利推进项目建设，现就有关坟墓搬迁事宜公告如下：

请涉及征地范围内的坟主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8年4月15
日之前与湾岭镇国土所联系，办理迁坟手续，尽快择日迁移。逾期不联
系或不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无主坟，将按无主坟处理。特此公告。

联系单位：湾岭镇国土所；联系电话：86305649 13876513450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人民政府

2018年3月13日

近日，交通银行海府支行通过转
变网点服务模式成功转型为“柜台+智
能柜+服务人员”的新型服务网点。据
了解，该网点已是交行海南省分行第8
家新型服务模式的创新网点，此次通
过加入“智能柜”，既满足了客户综合
化交易的需求，又减少了客户办理业
务和等待的时间，进一步提升客户体
验感。

来办理业务的王先生说道：“这
个机器不错。我不用去柜台排队，所

有的业务都可以在这个机器上完
成。”原来新增加的“智能柜”可代替
柜台常用交易的80余项业务，许多
普通的业务，客户可以在网点工作人
员的辅助下自助完成操作，减少客户
排队等候的时间。

海府支行此次服务网点的转变，
旨在通过为客户提供线上预约、线上
填单+线下办理等服务，优化厅堂服
务，提升客户体验，提高整体服务效
率。

交通银行海府支行成功上线“智能柜”

据新华社平昌3月17日电 中国
代表团实现冬残奥会金牌零突破！
17日，在2018年平昌冬残奥会轮椅
冰壶决赛中，中国队通过加时局以
6：5险胜挪威队，奋勇夺冠。

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历届冬残奥会
上夺得的首枚奖牌，一枚金色的奖牌！

拔杆，俯身，深呼吸！凝神，屏息，
稳推杆！

八局过后双方战成5：5平后，四
垒王海涛在加时局坚定地掷出中国
队全场最后一投，红色的冰壶在江陵
冰壶中心赛道上匀速滑行，封死对手
进攻路线。挪威队聚在一起望着冰
面从各个角度仔细研究后，无奈放弃
最后一壶，向中国队员们握手道贺！

喜极而泣的岳清爽跳下教练席，
跑过冰面，将两面国旗交到队员手中，
张强、王蒙、刘微、陈建新和王海涛将
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举起，全场欢声
雷动！

“中国队，金牌！金牌！金牌！”
这是一场令人窒息的比赛！两队

比的是技术，但更多的是心理。赛前，
岳清爽与队员们围成一圈，紧紧拥抱，
击掌加油鼓劲。场上，每次投壶完毕，

四名队员都要击掌相庆。
王海涛说：“我们是一个集体，大家

互相支撑着走到今天，特别不容易。高
兴，真的高兴，拿到这枚沉甸甸的金牌！”

中国队一路过关斩将，12支队伍
中位列第三晋级四强，小组循环赛曾
10：1大胜挪威队。半决赛1分险胜
三届赛事冠军加拿大队后，中国队满
怀信心挺进决赛。

当晚，中国队获得梦幻开局，首局
以2：0获得领先。挪威队随后反击，
先是第二局拿下1分，接着第三局连
续投出几个落点刁钻的壶。王海涛无
奈奋力一搏，一只黄色冰壶被击打后
鬼使神差般进入中心区，挪威队3：2
反超比分。好在，第四局，后手的中国
队稳扎稳打，以3：3战平结束上半场。

随后两局，挪威队拿下1分。第
七局，挪威队出现两次击打失误，中国
队趁机以5：4反超。第八局，挪威队
二垒、三垒连续失误，中国队两只红壶
形成牵制，挪威队依靠打甩艰难拿到
1分，战成5：5平。

加时局中，陈建新在投中国队第
五个壶时放手一搏，奠定胜局。

岳清爽说：“那个壶投进去非常关
键，陈建新做到了。金牌我们很不容
易拿到了，从现在开始放下这些，更好
备战2022在家门口的比赛！”

中国轮椅冰壶队夺首金
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历届冬残奥会上夺得的首枚奖牌

本报海口3月17日讯（记者尤
梦瑜 实习生王娇）今晚8点，可容纳
1200余人的省歌舞剧院座无虚席。
2018精品剧目惠民演出暨纪念海南
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文化惠民活
动专场演出——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带来的话剧《雷雨》在此上演。

自上世纪30年代曹禺的《雷雨》
问世后，该作品以多种艺术形式呈现，
由北京人艺打造的话剧成为其中经
典，受到了一代又一代观众的热捧。
此次在海南演出的《雷雨》是于2004
年7月首演的第三版。该版本曾获得
第31届世界戏剧节优秀剧目奖等荣
誉，被誉为“经典的经典”。

“第三版《雷雨》最高任务确定
为‘人性的挣扎与呼号’，在敬畏经
典中向前辈学习，是在尊重前任创
作基础上的深入挖掘，是在继承剧
院优秀传统上的有益创新。”第三版
导演顾威说。

此次来琼演出的第三版，由著名
演员杨立新扮演周朴园、龚丽君扮演
蘩漪、王斑扮演周萍、徐白晓扮演周
冲，王欣雨扮演四凤、夏立言扮演鲁
侍萍、张万昆扮演鲁贵、孙大川扮演
鲁大海。

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配以北
京人艺“老字号”的精湛演绎，让这部
话剧作品在演出前就成为观众讨论的
热点。记者了解到，话剧《雷雨》17
日、18日将在海口连演两晚，2月25
日上午，就已售出90%的门票。该剧是
我省2018精品剧目惠民演出在开年
引进的剧目之一，观众以最低50元
即可欣赏到这部享誉国内外的北京
人艺作品。

“太精彩了，名不虚传。《雷雨》这
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但在北京人
艺艺术家们的演绎之下，还是把观众
的心一下‘揪’住了，真是把文学作品
给演活了。”海口市民崔明说。

冬残奥会

北京人艺话剧《雷雨》海口上演

本报海口3月17日讯（记者王
黎刚）2018年全国青少年足球超级
联赛分区赛将于本月底开踢，海南中
学中海足球队将代表海南参赛。该
队主教练西班牙人安东尼说：“展望
2018年的赛季，海中中海队将继续
传承海南中学的足球文化，精细打磨
球员的技战术。新赛季全国青超联
赛，海中中海队来了。”

2015年12月底，由省足协和海
南中学共建的海中中海队成立。在
过去的两年中，这支球队取得了不错
的战绩。特别是在2016年10月举
行的国际青少年比赛中，海中中海队
获得了第4名。前不久，球队迎来了
新的主教练西班牙人安东尼。安东
尼已经在海南执教了两年，他了解海
南中学足球队的历史。他说：“30多
年前，海中足球队曾为广东青少年队

和中国国家青少年队输送过几名高
水平球员，海南中学的历任校长都非
常喜欢足球。我非常开心能执教海
中中海队，我将尽力让球队在比赛中
取得好成绩，并挖掘和培养出几名高
水平球员。”

在执教海中中海队期间，安东
尼在前任教练打下的基础上，加大
了技战术训练。一堂近两个小时的
训练课，安东尼通常要进行1个小时
的有球训练，球员从颠球、带球、传
球、对抗逐项练起。在打磨球员技
术的同时，安东尼也给球员们灌输
了战术打法。安东尼说：“海中中海
队的球员都具备了较好的技术水
平，最近，我开始让球队演练一些战
术。这些战术能帮助我们在比赛中
取得好成绩。”

海中中海队的球员在踢足球的

同时，也在努力学习文化课。“在海
中中海队踢球，文化课一定要过
关。”球队的前锋、初中二年级十一
班的小刘说。对于海中中海队的二
十名球员来说，他们在学习文化课
方面的确比别的同学要辛苦一些。
每天下午五点一下课，他们就飞奔
到球场训练。两个小时的训练一结
束，这些球员立马又来到饭堂吃
饭。饭后，他们回到宿舍简单洗漱
后，又要上晚自习。这个时候别的
同学已经在教室里上了一个小时的
晚修。小刘的妈妈说，球员们的文
化课基础相对别的同学差一些，但
班主任对足球队的同学很有耐心，
同学们也经常伸出援手。经过一年
多的努力，在班主任和同学们的帮
助下，小刘的8科成绩总分比去年提
高了100多分。

打磨技战术 传承足球文化

海中中海队新赛季再出发

中超津门德比前瞻

天津泰达队盼首胜
19日晚，2018赛季中超联赛第3轮比赛将上

演一场津城德比大战，天津泰达坐镇水滴体育场
迎战同城对手天津权健。

第二轮比赛泰达队兵败郑州后，锋无力再次
成为泰达主帅施蒂利克的心头之患。虽然球队引
进了上赛季K联赛金靴乔纳森，然而，新赛季2轮
战罢，乔纳森却颗粒无收。

中超两轮战罢，天津泰达 1平 1负未尝胜
绩。联赛揭幕战，泰达主场1：1战平河北华夏
幸福。第2轮比赛，泰达客场0：1不敌建业无
缘开门红。两轮过后，1平 1负的成绩让球迷
们对泰达队新赛季的前景不抱太多奢望。与
之相比，同城对手天津权健的日子却好过得
多，新赛季中超 1胜 1负。该队首轮客场 4：0
大胜河南建业，而第2轮权健主场1：2不敌升
班马北京人和。虽然联赛遭遇首场失利，但权
健队在上周亚冠小组赛中主场 4：2战胜全北
现代。

两队上赛季交战2场，联赛第11轮，权健主
场3：0战胜泰达。联赛第26轮，泰达4：1大胜权
健并最终保级成功。 ■ 王黎刚

华语诗歌晚会
海南分会场海口举行

本报海口3月17日讯（记者杨道）2018年第
三届华语诗歌晚会海南分会场今天在海口举行。
来自省内外的诗人用一首首激奋或温婉的诗歌，
迎接和讴歌新的春天。

晚会以诗歌朗诵为主，伴以文艺表演和器乐
演奏，共20多个节目。

据悉，华语诗歌晚会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
新诗研究中心等单位发起，在全国设 30个分
会场。

3月17日，2018平昌冬残奥会轮椅冰壶决赛在江陵冰壶中心举行，中国队以6：5战胜挪威队获得金牌，实现了中国
代表团冬残奥会金牌零的突破。 图为中国队选手王海涛（前）在比赛中掷壶。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