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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拍 卖
遗失声明

海口云涛服装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
照正本，副本2-1、副本2-2，注册号:
4601002003721；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税号:46010070888696X；组织
机 构 代 码 证 正 、副 本 ，代 码:
70888696-X，声明作废。

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
承接资产委托拍卖13976113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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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冬惠不慎遗失美容师中级资
格 证 书 ， 证 号 ：
1521010000401068，声明作废。
▲高康遗失警官证，证件号:公现
役字第1421620号，声明作废。
▲儋州彩印快线广告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一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9003397983892R，
声明作废。
▲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海口分
公司遗失税收完税证明，编号：
320171228000006208，声 明 作
废。
▲王月遗失居民身份证，证件编
号：50038219971221864X，特此
声明。
▲临高县临城川海酒家遗失发票
领购薄一本，声明作废。
▲张帅遗失坐落于海南省澄迈县
老城镇南海大道66号盈滨·海湾
雨林8号楼702室的购房发票（发
票代码：246001490619，发票号
码：00096950，金额：325000元），
声明作废。

公告
乐东黎族自治县九所新区双品幼
儿园（以下简称双品幼儿园）系
2015年租赁我公司土地和楼房举
办的幼儿园，自2017年9月起拖
欠我公司的租金，根据民事判决书
［（2018）琼9027民初110号］，我
公司于本公告之日正式收回双品
幼儿园租赁的土地和楼房。

乐东任光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6月4日

广告

注销公告
海南奥菱洋电梯有限公司(注册

号:4600002009171）拟向海南省

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

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天内

来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苏迅电梯服务有限公司(注册

号:28429738-9)拟向海南省工商

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天内来我

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威士伯涂料工程有限公司(注

册号:4600002010911）拟向海南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自见报日起45天内

来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三亚市房产拍卖信息
我公司拟近期整体公开拍卖：三亚市
东方大厦部分房产，建筑面积为
1685.72m2。其中第一层建筑面积
753.54m2，第 二 层 建 筑 面 积
932.18m2，整体参考价：3487万元。
相关过户税费按照国家规定由买卖
双方各自承担。电话：68555961
18508955059 李先生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第20180614期）

受委托，定于2018年6月14日下
午3点在我司按现状整体净价拍
卖琼AAW695解放牌轻型仓栅式
货车一辆、电动三轮车及其他零配
件一批，参考价：5.2万元/整体，竞
买保证金1万元。展示时间：2018
年6月7-8日。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8年6月13日17点前来我司
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地址：
海口市国贸大道48号新达商务大
厦2803室。电话：68539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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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租公告
中共海南省委党校现有位于海口
市红城湖路100号铺面对外招租，
铺面按目前现状招租，不进行整体
招租。有意者请携带身份证、营业
执照、税务登记证的原件、复印件
（加盖公章）于2018年6月4日至
6日到省委党校7栋116室报名。
联系人：王女士 65800357

注销公告
陵水椰林北斗天裔全网通手机卖
场拟向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工
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
务人见报日起45内来我卖场办理
相关事宜。

解除合同通知书
三亚景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莫家明先生：
你公司及莫家明违反二O一四年
九月二十三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
同》约定，现通知如下：一、从即日
起解除我们之间的《土地租赁合
同》。二、从即日起，限你们七日内
迁出租赁的土地。我司将派人经
营该土地，一切后果及损失，均由
你们承担。三、该土地增设的固定
资产，我司依据《土地租赁合同》第
八条约定，不予补偿。此致

海口徐业实业有限公司
二O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海南楚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两张，
发票代码：4600164320，发票号
码：01911936、01911935，声明作
废。
▲曾可任不慎遗失海口外滩城房
地产有限公司开具的价格调节基
金（印花税）收据一张，编号 ：
HN0007908，特此声明。
▲曾令智不慎遗失海口外滩城房
地产有限公司开具的价格调节基
金（印花税）收据一张，编号 ：
HN0007948，特此声明。
▲海口鄱胡食品贸易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2-2，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60100MA5T2FA597，声
明作废。
▲海南亿盛和房产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27MA5RFBGY21，声 明
作废。
▲经营者：许月秀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469003600093432，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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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亭 15338978956

澄迈 13005018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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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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29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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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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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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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英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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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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三亚宏创东方国际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向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
请注销，相关人员45天内来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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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分 印完：4时30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海口举行诗文朗诵会
本报海口6月3日讯（记者卫小林）“沉香花

开”同题诗文朗诵会今天下午在海口复兴城举行，来
自省内外的30多名诗人、作家、艺术家聚集一堂，
用朗诵、器乐演奏等艺术形式，弘扬海南沉香文化。

朗诵会上，海南诗人乐冰首先登台，对“沉香
与诗歌”的艺术关系进行了分析。海南诗社社长、
书法家吴云汉现场展示了他专为此次朗诵会创作
的沉香题材书法作品。

此外，来自海口大中专院校的器乐表演者也
为朗诵会助力。他们在朗诵会中献上了中国传统
乐器埙、箫和西洋乐器手风琴等器乐演奏，为朗诵
会增添了浓浓的艺术气息。

据介绍，每年4月至6月是沉香花开时节，今
天朗诵的诗文，均是此前组织的“诗绣海南”采风
创作活动中，海南本土诗人采风创作的一批与沉
香花有关的优秀诗文。

海南作家万长松新书
《抱朴的悟语》海口首发

本报海口6月3日讯（记者卫小林）海南知
名作家万长松新书《抱朴的悟语》新书发布会，今
天上午在海口知和行书局日月广场店举行，万长
松为读者签售了新书。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作为2018年海南书香
节的系列活动之一，万长松新书《抱朴的悟语》日
前由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已被列为今年海南书
香节推荐书目。

万长松在发布会上分享了他的创作体会。他
说这是他出版的第20本新书，全书共100篇文章，
37万字。每篇主题中均有一个“悟”字，每条内容又
有不少语句诠释“悟”的内容，或勉己成长，或陶冶情
操，或激励劝学，或修养品性，或自省自戒。

万长松说，他一直坚持用“语录体”创作，首先
是因为他最喜欢读的《论语》一书便是“语录体”，
其次因为当今社会节奏快，人们坐下来读长篇大
论书籍的时间有限，于是他便一直采坚持用这种
的短、平、快的语录体形式写作，好读、好解、好记。

海口龙华区
惠民系列活动启幕

本报海口6月3日讯（记者郭萃 特约记者刘
伟）昨日上午，海口市龙华区第五届“多彩童年六月
狂嗨节”惠民系列活动开幕。首场活动为“全家上
阵总动员，爸妈陪我乐翻天”亲子趣味运动会。

本次活动包括“全家上阵总动员，爸妈陪我乐
翻天”亲子趣味运动会、精品儿童剧惠民、“用爱链
接感动”爱心结对扶贫、“我眼中的美好海南”少儿
书法美术作品征集活动、中国象棋亲子竞赛、我们
的节日端午文艺演出、少儿国际象棋赛等数十场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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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举行少儿街舞表演赛
本报三亚6月3日电（记者林诗婷）“舞耀未

来”少儿街舞表演赛昨晚在三亚拉开帷幕，16支
参赛队伍的300多名街舞爱好者同台竞技，30多
个节目连番登台。

据悉，参加本次街舞表演赛年龄最小的参赛
者只有3岁。当晚，《我的麦克风》《海草》《少林英
雄》等精彩街舞表演轮番上演，跳动的鼓点、热力
的音乐、精彩的演出，不断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表演者的地板动作、倒立造型等高难度舞蹈动作，
赢得现场阵阵掌声，

新华社巴西利亚6月2日电（记者
张启畅）在巴西队即将迎战克罗地亚前
夕，球队主教练蒂特2日宣布，核心球员
内马尔将作为替补在下半场出场。

巴西队将在3日迎来同克罗地亚
队的友谊赛，在2日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蒂特确认，内马尔将在下半场出
场，年仅21岁的热苏斯将会在本场比
赛中出任队长。

蒂特说：“因为内马尔仍在恢复当
中，无法踢满全场，但他会在下半场出
场。”蒂特还强调，其他球员和内马尔
一样，都是球队的中心人物。随着这
一消息的公布，这将是内马尔在今年
2月25日比赛中脚踝受伤后的首场

比赛。
前锋热苏斯将会在本场比赛佩戴

队长袖标，他也成为巴西国家队历史
上最年轻的队长之一。

据了解，自蒂特任教后，巴西国家
队开始实行队长轮换制。在热苏斯之
前，已有14名球员在正式比赛中佩戴
巴西国家队队长袖标，而热苏斯也将
成为巴西国家队近20多年来最年轻
的队长之一。

当日，巴西队在利物浦主场安菲
尔德球场进行了训练。在3日同克罗
地亚的比赛之后，巴西队将在8日前
往维也纳，并在那里迎来与奥地利队
的世界杯前最后一场友谊赛。

巴西与克罗地亚热身赛

内马尔将作为替补上场

新华社柏林6月2日电（魏颀）德
国足球队2日在奥地利克拉根福同奥
地利队进行了世界杯参赛球员名单公
布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结果以1：2不
敌对手，32年来首次负于邻国奥地利。

上半场仅进行了11分钟，奥地利
队门将解围失误将球传给德国队厄齐
尔，后者在禁区内推射入网。下半场德
国队开始轮换，第53分钟，奥地利队的
欣特雷格利用角球机会小角度大力凌
空抽射将比分扳平。第69分钟，主队
的舍普夫在球门区附近接队友底线回
传射入致胜一球。

队长诺伊尔自去年9月因伤休战后
首次参加正式比赛，表现出高竞技水平

并收获自信。虽然诺伊尔未能挽救德国
队败局，但赢得了主帅勒夫的赞誉：“诺
伊尔的回归是成功的，他守得很好。”

对于球队的整体表现，勒夫则表示
不满：“失败让我很懊恼，因为我们没有
踢出我们的想法。上半场还中规中矩，
但是下半场比赛就乱了。今天许多方
面都做得很差，如果继续这么踢，那我
们在世界杯上的机会也不大。”

作为热身赛，尤其是在德国队主
力球员克罗斯、胡梅尔斯、穆勒和博阿
滕都没有出场的情况下，勒夫说：“我
们不会因为这场比赛的表现而震惊失
常，而是要保持镇静，在接下来14天
时间里多方面做出改善。”

热身赛德国队告负

仅诺伊尔一人获主帅赞誉

本报海口6月3日讯（记者王黎
刚）经过半年、419场角逐，由海口市
教育局和文体局主办的2017―2018

“满分杯”海口市校园足球联赛今天
在海口琼山华侨中学结束。在“重头
戏”男子高中组的决赛中，海南中学
队通过点球大战，战胜了老对手灵山
中学队，夺得了冠军。灵山中学队屈
居亚军。

获得U10甲组和乙组冠军的分别
是景山学校队和桂林洋中心小学队。
获得U12甲组和乙组冠军的分别是白

沙门小学队和大致坡中心小学队。获
得初中甲组和乙组冠军的分别是第四
中学队和琼山中学队。本次比赛产生
了各组别的最佳射手，他们分别是
U10乙组符洲闻（海口中学）、U10甲
组郎达成（景山学校）、U12乙组潘德
昊（大致坡中心小学）、U12甲组王昌
宇（白沙门小学）、初中乙组周志政（海
港学校）、初中甲组严浩南（海南白驹
学校）、高中组李平维（海南华侨中学）。

本次联赛分小学组、初中组、高
中组及中学女子组。上赛季有48所

学校、86支队伍参加，本赛季参赛学
校增至61所、球队增至111支，球员
近2300人，创下历届规模之最。随
着海口校园足球发展壮大，参赛队伍
的增加，赛事组委会将联赛分成市级
联赛和区级预选赛。市级联赛负责
各组别甲乙组的比赛，区级联赛经预
赛向市级联赛输送队伍。本次比赛
的预赛分东区和西区，东区为美兰
区、琼山区，西区为秀英区、龙华区。

本次比赛由海南大脚丫体育赛
事运营有限公司负责运营。

海口市校园足球联赛结束
海南中学队夺得高中组冠军

6月3日，在广东深圳举行的2018国际乒
联世界巡回赛中国公开赛男双决赛中，中国组
合林高远/樊振东以3∶0战胜对手，获得冠军。

图为林高远（左）/樊振东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乒乓球中国公开赛：

林高远/樊振东
获男双冠军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经过一周
的激烈争夺，2018 全国残疾人羽
毛球锦标赛近日在贵阳落幕。海南
残疾人代表队夺得了1金2银5铜的
成绩。

本次比赛吸引了国内22支球队

的218位选手参赛，参赛人数创历届
之最。此次比赛也是今年9月将在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办的第3届亚
残会中国代表团羽毛球队的选拔
赛。残疾人羽毛球项目虽是残奥运
动项目，但之前的历届残奥会从未将

其列入比赛项目，多年来残疾人羽毛
球运动员无缘残奥会。2020年东京
残奥会首次将羽毛球列入比赛项
目。作为奥运会的热身，此次比赛竞
争较为激烈。

海南队共派出15名残疾人羽毛

球优秀运动员参加了近10个项目的
角遂。海南队吴法新以2∶0击败广东
队的陈晓宇，夺得站立3级男子单打
冠军。在s3/4级别男子双打决赛中，
经过两局激烈争夺，海南队吴法新和
符发正组合，以0∶2负于广东队的陈

晓宇/杨健远组合，屈居亚军，此外，在
听力、特奥等级别比赛中，海南队还赢
得了1枚银牌和5枚铜牌。

吴法新是国内较为优秀的站立3
级男子单打选手，近几年多次在国内
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2018全国残疾人羽毛球锦标赛收拍

海南球手吴法新获站立3级男单冠军

据新华社深圳6月3日电（记
者张寒 王浩明）国际乒联世界巡回
赛中国公开赛3日晚在深圳宝安体
育馆决出最后四项冠军归属，2日
刚刚混双折桂的林高远又搭档世界
头号男单樊振东在男双称王。

这位23年前就出生于宝安的
年轻国手赛后表示，在家乡夺冠对
他有特别的意义，主场观众的加油
声带给他很大的鼓励。

据当地媒体爆料，就在当地灵
芝小学任教的林爸林妈，中乒赛期
间除了每天都来看他比赛之外，还
要送上家里炖的汤，于是赢完双冠
的林高远动情地说：“我想妈妈一定
是每天很早起来给我熬汤，因为广
东的汤要熬很久……想在这里对爸
爸妈妈说声谢谢。”

和比赛过程相比，人们更关心
的是决赛时坐在伊奥内斯库和罗贝

尔斯场外教练席的格罗斯，一年前
的杜塞尔多夫世乒赛上他代表丹麦
出战，并和中国队的冯亚兰搭档混
双，这次难道兼职做教练了？

伊奥内斯库告诉记者，其实是
因为没人对他俩的男双成绩抱有高
预期，甚至他们各自的教练都早早
买好了离开中国的机票，于是以黑
马之姿闯进决赛的二人只好临时把
熟人拖过来充当场外指导。

林高远赢双冠感谢父母

3日，海南中学队和灵山中学队在海口市校园足球联赛高中组决赛中拼抢。
小朱 摄

中乒赛冠军榜
男单：马龙
女单：王曼昱

女双：丁宁/朱雨玲
混双：林高远/陈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