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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太平洋油库2017年第19号“杜苏芮”台风码头维修加固工程

于2018年4月10 日 15:00在海口市滨海大道9号南昌大厦三楼

会议室进行了开标，已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和有关法规要

求完成开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推荐：第一中标候选人：中海工程

建设总局有限公司，中标价格：6093776.00元，第二中标候选人：中

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标价格：5614583.73元，第三中标候选人：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中标价格：5366760.73元，公示期：

2018年4月16日至 2018年4月18日，如有质疑（或异议），请在

公示期内向招标人提出。招标人：海南石油太平洋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三亚市天涯区红塘管区，电话：13976485251 ；招标代理：

云南山重建设工程招标咨询有限公司，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九号

南昌大厦三楼306室 ，电话：0898-66226196。

中 标 公 示
东方市感城镇入学村北边沟耕地开垦项目施工招标于2018年

4月12日15:30在东方市委一号楼二楼开标室开标，已完成评标工
作，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金怡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中标价：7105343.51 元，项目经理：张创辉，证书：琼
246101202781；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宏基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 标 价 ：6971293.95 元 ，项 目 经 理 ：谭 兰 平 ，证 书 ：琼
153141572133；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省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中 标 价 ：7026490.83 元 ，项 目 经 理 ：龙 秋 荡 ，证 书 ：琼
246060800737。公示期为 2018 年 4 月 16 日至 2018 年 4 月 18
日。公示期内，如对上述中标候选人存在疑问，可向东方市土地开
发整理储备中心投诉或举报，电话：0898-25535323。招标人：东方
市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电话：0898-25535323；招标代理机构：
华春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电话：18084630580

中标候选人公示

华东大厦项目建筑方案及应用太阳能
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海南盛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建的华东大厦项目位于海盛路
北侧，属《海口市长秀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A区）》E0407地块范围，
项目拟建1栋地上16层、地下1层住宅楼，其中地上1-2层为商业、
架空空间，3层为住宅、架空空间、4层以上为住宅。项目建筑西侧退
用地红线10米、东北侧退11.82米，符合海口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
规定的最小10米退线要求。同时项目申请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补
偿建筑面积，经海南省建筑设计院施工图审查服务中心审查，可补

偿建筑面积130.59m2（琼D太阳能核字[2017]015号），根据《海南省
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要求，为征求相关权益人的意见，现
按程序对华东大厦项目建筑退线、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进行规
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8年4月16日至4月27日）。2、
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ghw.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3、公
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5房海口市
规划委员会规划建筑技术审查处，邮编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
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
68724369，联系人：林少薇。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4月16日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8)琼0106执恢100号 原(2017)琼0106执212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8) 琼0106 执恢100 号执行

裁定书，本院将于2018年5月25 日10时至2018年5月26 日10
时止在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
开拍卖：位于海口市龙华区金贸西路30号水云轩商住楼地下1层
011、013、015、016、018、019、020、021号车位(不动产权证号：
HK345669、HK345668、HK345667、HK345666、HK345665、
HK345664、HK345663、HK345662 )共八个车位，证载建筑面积每
车位41.75平方米，合计334平方米；起拍价：每车位128，000元，合
计1，024，000元；竞买保证金每车位30，000元，合计240，000元。

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2018 年 5 月 18 日起至
2018年5月24 日16 时止接受咨询( 双休日除外) ；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 年5 月25 日10 时前于淘宝网缴纳竞
买保证金。

特别说明：( 1) 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费由买受
人承担；3、有可能存在的物业费、水、电等欠费由买受人负担。咨询
电话：0898-66784702 (张法官)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5436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2018年4月15日

履行合同催告通知书
海南省第三建筑工程公司：

按照贵司与我处于2009年4月14日签订的《海口市中心区
污水截流并网（三期）工程施工合同》之约定，由贵司承建的海口
市中心区污水截流并网（三期）工程，应在2010年1月1日竣工验
收。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我处已按约严格履行了合同义务。但由
于贵司的原因，目前该工程仍存在未按建设程序进行竣工验收问
题。对此，我处已多次催促贵司尽快解决上述问题，截止本通知
书公告之日，贵司对上述问题仍未给予解决。贵司的违约行为已
严重影响本工程设施正式投入使用，我处就此事特做如下严正催
告通知：贵司应严格按照双方合同的约定，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的基础上，于2018年6月16日前，完成承建的海口市中心区污水
截流并网（三期）全部工程的竣工验收工作；若因贵司延期交工等
违约行为导致我处由此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均应由贵司承担，
我处将按合同约定处理此事并保留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
法利益，同时将提请政府把贵司纳入海南省建筑市场诚信“黑名
单”中。

特此通知！
海口市供排水管理处
2018年4月16日

供 求

拍 卖

遗失声明
海南黎之韵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

失海南省增值税普通发票（三联

单），发票代码：4600171320 票

号：01547931-01547939共10张

特此声明。

▲郭荣浩不慎遗失翡翠花园山水

龙湾5栋102房款收据叁张号码

为 ： 0001625、 0002136、

001060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海南海科职业培训中心拟向海南
省民政厅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
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中心办
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省杨秀英公益基金会拟向海
南省民政厅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基金
会办理相关事宜。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889912934

▲张华不慎遗失海南银磬实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海阳城9#楼1710#
房 购 房 款 收 据 一 张（编 号 ：
113491，金额：378035元）、定金
收据一张（编号：2005709，金额：
10000元）和海阳城一期商品房认
购书一份，编号：0000039，特此声
明。
▲海南百发智能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证 号 ：
460200098701269，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本，代码：09870126－9，营
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
460200000180418，现声明作废。
▲定安翰林鸿兴电器店不慎遗失
负责人谢名培私章一枚，声明作
废。

招租
工厂、办公、仓储，配套齐全，交通
便利。老城开发区 13907592814

招租
我司桂林洋地区现有一楼800m2

房屋出租，诚邀从事汽车维修美容
服务的有志之士承租。联系人：张
先生13976006026

减资公告
洋浦旅发新能源有限公司拟向海

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工商局申请

减少注册资金，将注册资金由原来

2亿人民币变更为10100万人民

币，请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

45天内到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保亭三道惠农综合服务专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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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向

本社办理相关事宜。

▲陈伟遗失万宁中南城房地产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的中南芭提

雅5号楼102房，房款收据一份，

时间2016年 6月 23日，收据号：

0083658，金额：410022元整，声

明作废。

▲马玉杰不慎遗失儋州信恒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南海

花岛认购协议书，楼盘名称：中国

海南海花岛，2号岛335栋617号

房，编号:4022971，金额:10000

元，特此声明作废。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销售分公司遗失房权证，昌房

字第06504号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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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 18876859611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保亭 15338978956

澄迈 13005018185
临高 18608965613
三亚 18976292037
乐东 13807540298

陵 水 15338978956
五指山 18689865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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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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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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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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
承接资产委托拍卖13976113935

▲许毅、练瑜娟不慎遗失海口市秀
英区永金街6号宇信·西岸公馆2#
楼14层1402房的购房合同原件
一份及购房发票两张，合同号：
L00251452 ，发 票 号 码 ：
00074186，00631317，现声明作
废。
▲张淑梅遗失翡翠花园水云山庄
7 栋 102 房款收据肆张号码为：
0011497、 0000845、 0001957、
0008310，声明作废。
▲王立彪遗失身份证，证号：
460004199109125213，特 此 声
明。
▲陈素珍遗失身份证，证号：
460033199205022689，特 此 声
明。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966123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5元 昨天开印时间2时25分 印完：4时50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本报海口4月15日讯（记者卫
小林）由海口市文体局主办的“全国
书法家作品义拍暨文化扶贫文艺演
出”昨天下午在海口海甸城举行，多
个精彩文艺节目上演，现场筹集到的
书法义拍善款将用于帮扶该市红旗
镇合群村的6户贫困户，这是记者今
天从活动主办方获悉的。

据介绍，此次活动主题为“践行
精准扶贫理念，弘扬传统文化艺
术”。这场文化扶贫文艺演出由歌伴
舞《我们的新时代》拉开序幕，整个文

艺演出包括舞蹈、歌唱、曲艺、歌伴舞
等多类节目组成，现场相继上演了男
声二重唱《舒心的日子》、曲艺表演
《变脸》、歌伴舞《不忘初心》、舞蹈《龙
腾赞》等文艺节目。这些节目源自生
活，主题鲜明，充分展示了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之情。

活动现场，来自省内外的6位书
法家一共带来了36幅作品参加义
拍，此举受到海口市民热烈欢迎，众
多观众现场踊跃参与竞拍，海口市文
体局将把筹集到的善款用于帮扶该

市红旗镇合群村的6户贫困户，以帮
助当地困难群众脱贫致富。

海口市文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欢腾喜庆的文化扶贫活动帮助
海口市的贫困户脱贫致富，这一形式
越来越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赞
扬。接下来，该局还将继续举办更多
有意义的文化艺术活动，发挥文化在
脱贫攻坚工作中“扶志”“扶智”的作
用，坚持“文化扶贫为重点、多种扶贫
方式并举”的思路，进一步加强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

海口举行文化扶贫文艺演出
书法义拍所筹善款将用于帮扶6户贫困户

“书香海口·文明旅游”
征文及朗诵比赛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为庆祝海南建省办经
济特区30周年，展示和回顾海南建省30周年以
来海口市的旅游成果，提高海口人民的文明旅游
意识，由海口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的“书香海
口·文明旅游”主题征文及“文明旅游从我做起”朗
诵比赛活动日前在海口启动。

据介绍，“书香海口·文明旅游”主题征文对象
为海口籍以及在海口地区长期生活、工作、学习的
社会各阶层人士。征文体裁为诗歌、散文、小小
说、记叙文、观后感，字数在2000字以内。要求作
者以自己的亲身感受畅谈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周年以来海口市的文明旅游成果和自己在旅
游过程中亲身经历的文明行为或不文明行为的感
想进行创作。截稿日期为今年8月30日。

“文明旅游从我做起”朗诵比赛将于9月27日世
界旅游日与“书香海口·文明旅游”征文颁奖仪式同
步举行。参赛者请先提供一篇3至5分钟的文章（可
自己创作，亦可从报刊选择一篇有关文明旅游的文
章）参赛。两项活动的文章请发送至海南省求是全民
阅读俱乐部邮箱hnquanminyuedu@sina.com。

组委会将对应征文章和朗诵文章进行筛选，
最终，应征文章将由微信公众号投票评出100名
入围奖，由评委从中评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朗
诵文章最终确定30至50名参赛人选。

“凤凰悦读荟”走进定安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 通讯员雷志）4月14

日，海南凤凰新华书店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周年年度公益阅读活动“凤凰悦读荟”走进定
安，在定安新华书店举行《百草园》李成、邢月经典
美文朗诵会，这也是该系列活动的第4期活动。

活动现场，海南新闻广播节目主持人李成、邢
月以海南本土诗人冯麟煌的诗歌《阅读海南》开场，
此后相继朗诵了一系列经典诗词。一首首与海南有
关的诗词，引发现场观众共鸣，台上台下形成强大气
场，共同回忆了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年来的成长
历程。活动尾声，李成、邢月还与现场观众共同朗诵
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苔》《五指山》等诗词。

“凤凰悦读荟”系列公益阅读活动是一个在全
省范围内开展的系列活动，每场在不同市县举行。
赴定安之前，该活动已在文昌、海口、琼海举办了3
场，旨在通过海南知名节目主持人李成、邢月在我省
广播听众中的影响力，助推海南全民阅读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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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海口4月15日讯（记者陈蔚
林 通讯员郭志东）由琼台师范学院社科
部思行社主办的“而立的海南，梦想启
航的地方——共庆海南建省办经济特
区30周年”联欢晚会今晚在海口举行。

晚会由琼台师范学院、海南师范
大学等高校的学生社团自主策划、组

织和表演，是我省大学生送给海南的
“30岁生日礼物”。晚会上，歌曲、朗
诵、钢琴演奏、现代舞、民族舞、爵士舞
等节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现了我省大
学生主动投身海南经济特区建设的青
春风采，营造了我省各高校团结友爱、
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

本报海口4月15日讯（记者金昌
波 通讯员戚大卫）为纪念中共中央发
布“五一口号”70周年、中国改革开放
40周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
由民建海南省委会和海南省中华职业
教育社主办的“翰墨丹青歌盛世”书画
作品邀请展今天在海南省图书馆开幕，
国内数十名书画名家作品应邀参展。

本次展览邀请了民建中央画院，
北京、上海、天津、河南、江苏、辽宁、河
北等地书画家及我省书画家共同联
展。展出作品100余幅，既有山水、花
鸟、人物画，又有真、草、隶、篆等书法作
品，精品纷呈。作品表达了广大书画家
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之情，对美的
执着追求和对时代的热情讴歌。

本报海口4月15日讯（记者卫
小林）2018秀场偶像国际少儿模特
大赛海口赛区选拔赛昨晚在海口王
府井恩祥生活广场举行，近百位我省
少儿模特登上T台，一展当代海南少
年儿童的时尚风采。

昨晚7时许，随着一阵节奏强烈
的架子鼓演奏声响起，我省少儿模特
开始了他们呆萌酷炫的T台秀。尽
管小萌娃们表现稚嫩，但仍然秀出了
浓浓的时尚气息，让比赛现场欢呼声
不断。其中一位来自波兰并会说一
口流利中文的阳光小男孩选手，给评
委和现场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小
选手们经过形象展示、才艺表演等
环节比拼，不但得到了评委的精彩点

评，而且也增长了T台秀知识。
据悉，“秀场偶像”是连续4年共

8次登上央视新闻的少儿文化艺术
品牌，目前已入驻中国22个省、市，
该品牌旗下的秀场偶像国际少儿模
特电视盛典和秀场偶像国际儿童时
装周均已覆盖全球100个城市。其
少儿模特大赛于2017年由海南星方
向文化艺术发展公司引入海口，要求
参赛选手需在3岁至18岁之间，有
无专业培训经历皆可，组委会可安排
选手接受专业少儿模特教师指导，让
孩子升华自己的T台形象。今年的
海口赛区选拔赛结束后，晋级选手将
在暑假期间，与来自全球100个赛区
的800名晋级选手同台竞技。

为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献礼

我省高校学生社团组织联欢晚会

“翰墨丹青歌盛世”书画展开幕

秀场偶像少儿模特大赛海口赛区举行

本报椰林4月15日电（记者林
晓君）2018中国（陵水）国际羽毛球
大师赛在陵水黎族自治县雅居乐体
育馆展开决赛，中国队拿下女单、女
双、男双和混双4个单项冠军。

下午1时许，备受期待的女单决
赛在韩国选手金佳恩与中国选手李
雪芮之间展开。开局双方都处于互

相试探阶段，后来金佳恩率先进入状
态发动进攻，利用网前小球与后场杀
球结合打法，21：16先下一城。

第二局，金佳恩乘胜追击，李雪
芮调整策略，把握机会杀球得分，金
佳恩应对乏术，最后李雪芮以同样的
21：16还以颜色。

第三局争夺激烈，金佳恩开始利

用推球左右调动，李雪芮则做出同样
回应，最终李雪芮以21：18拿下第三
局，以2：1的总分拿下伤愈复出后的
首个冠军。

混双方面，郭新娃/刘玄炫默契
配合，以2：1的总分横扫印尼种子选
手罗纳德/安妮莎，荣获混双冠军；男
单方面，国羽小将陆光祖对阵中国台

湾选手林祐贤，陆光祖以1：2憾败；
女双项目和男双项目上演中国队“内
战”，杜玥/李茵晖直落两局，2：0战
胜队友黄冬萍/李汶妹摘得女双冠
军，韩呈恺/周昊东2：1击败邸子健/
王昶直取男双桂冠。

2014年至2017年，陵水成功举
办四届中国（陵水）国际羽毛球挑战

赛。经中国羽毛球协会与世界羽联沟
通，2018年世界羽联批准将挑战赛升
级为中国（陵水）国际羽毛球大师赛。

本届赛事共有来自中国、马来西
亚、印度尼西亚、越南、印度、泰国、以
色列、韩国、英国、加拿大、智利、日本
等14个国家以及中国台湾和中国香
港地区的近200名运动员参赛。

2018中国（陵水）国际羽毛球大师赛落幕

中国队斩获四项冠军

海南少儿模特在秀场偶像比赛现场

本报海口4月15日讯（记者林
永成）在今天下午进行的中乙联赛第
三轮比赛中，海南海口队主场以1：2
不敌中乙新军福建天信队，前三轮1
平2负未尝胜绩。

开场第7分钟，海南海口队通过
角球战术获得攻门机会，但皮球打在
立柱上弹出底线。之后海南海口队虽

获得多次破门良机，但都遗憾错过。上
半场战成0：0。下半场开场不久，福建
天信队替补队员王东升刚上场就偷袭
得手打破僵局。第63分钟，海南海口
队10号刘海东包抄抢点破门，将比分
扳为1：1平。第83分钟，福建天信队后
场得球后快速反击，27号姜中笑补射打
进致胜一球，海南海口队以1：2失利。

中乙联赛第三轮

海南海口队主场不敌中乙新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