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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8日讯（记者卫小
林）今晚的海口市龙华区双创广场热
闹非凡，由省残疾人艺术团演出的一
台大型文艺晚会，让省残联、省残疾人
基金会开展的“大家都来为残疾人捐
助一元钱”爱心万里行走进社区活动
展现出了温暖人心的力量。

晚8时，演出在大型舞蹈《鲜花的
祝福》的律动中拉开帷幕。其后，相继
献演了男女声二重唱《爱的种子力
量》、唢呐独奏《十送红军》、男声独唱

《最美的歌儿唱给妈妈》、琼剧二重唱
《郎君他多潇洒》、魔术《魔幻飞鸽女》、
手语歌舞《爱的感恩》、机械舞《动感精
灵》和歌曲《共和国之恋》等10多个文
艺节目，来自省残疾人艺术团的残疾
人演员们，用动人的歌声和异于常人
的惊艳才艺，赢得现场2000多名观众
的热烈掌声。最后，演出在《大爱海
南》的歌声中落幕。

在今天举行的“爱心万里行”走进
社区回馈社会助残募捐活动中，省残

疾人基金会支持的海南残服爱心养生
馆的残疾人保健养生技师们积极参
与，免费为各界爱心人士进行了泡脚、
按摩等各种保健服务，海口残疾人创
业就业一条街的残疾人还开展了各种
自制手工艺品义卖，我省10多家爱心
企业奉献爱心，当场向省残疾人基金
会捐款捐物，支持海南残疾人事业。

本次活动由省残疾人联合会、省
残疾人基金会、海口市龙华区委、海口
市龙华区政府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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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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展现干群奋发的精神风貌

文昌举行庆“七一”暨建军节大合唱比赛

供 求

拍 卖
▲郭宏宗不慎遗失助理医师执业

证书，证号：X10469031000007，

现声明作废。

▲ 邵 波 ( 身 份 证 号 码:

130684196109130391)不慎遗失

坐落于海口市美兰区美苑路10号

盛达景都E栋商住楼四层405号

房的不动产证，证号:HK369107

号，特此声明。

▲杨康2018年7月6日遗失身份

证 原 件 ， 证 件 ：

421087199005085039，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文昌胜成实业有限公司拟向海南

省文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

45天内来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海南久富利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税务登记证副本，证号：琼国

税登字 460100324057943，声明

作废。

▲澄迈和岭玉蓉日用品店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469027600019276，声明作废。

▲文昌双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 机 构 信 用 代 码 证 ，代 码 ：

G1046900500971250S，声 明 作

废。

▲宁汉辉,龙萍遗失恒大·美丽沙

收据，No:0006688,0602地块24

号楼601房，特此声明。

▲宁汉辉,龙萍遗失恒大·美丽沙

收据，No:0014381,0602地块24

号楼601房，特此声明。

▲宁汉辉,龙萍遗失恒大·美丽沙

收据，No:0017178,0602地块24

号楼601房，特此声明。

▲宁汉辉,龙萍遗失恒大·美丽沙

收据，No:1813677,0602地块24

号楼601房，特此声明。

▲宁汉辉,龙萍遗失恒大·美丽沙

收据，No:1845125,0602地块24

号楼601房，特此声明。

▲宁汉辉,龙萍遗失恒大·美丽沙

收据，No:0108030,0602地块24

号楼601房，特此声明。

▲宁汉辉,龙萍遗失恒大·美丽沙

收据，No:0108768,0602地块24

号楼601房，特此声明。

▲宁汉辉,龙萍遗失恒大·美丽沙

收据，No:0014410,0602地块24

号楼601房，特此声明。

西海岸高档办公楼招租
1700m2，精装，许先生18876180111、
牟女士13876890884

资产处置公告
海口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近期将
处置一批报废固定资产及闲置原
材料，包括电焊机，发电机，电动
机，空气压缩机等，有意收购者请
来电咨询，截止日期：7月12日。
联系人：邢先生 电话：0898-
66261060

▲王照不慎遗失海南明好置业有

限公司恒大御景湾项目 8 号楼

1303 房的收据两张，收据编号：

HN0011317 金额：164646元（含

定金），收据编号：HNHK0012038，

金额：50000元，特此声明。

▲宁汉辉,龙萍遗失恒大·美丽沙

认购书一份，编号:0036670，0602

地块24号楼601房，特此声明。

▲宁汉辉,龙萍遗失恒大·美丽沙

收据，No:0082017,0602地块24

号楼601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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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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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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

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于2018年7月16日10：00在本公司拍卖厅拍卖：白沙

黎族自治县细水乡林场牧工商一队约618立方米橡胶林木，参考价：
28万元；竞买保证金3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前一天止。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7月15日17：00前来我公司交纳竞买

保证金并办理竞买手续，逾期不予办理。交纳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
融 和 拍 卖 有 限 公 司 ；开 户 行 ：工 行 海 口 蓝 天 支 行 ；账 号 ：
2201023809200968779。

电话：0898-68522193
地址：海口市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号楼B-705房
网址：www.ronghepm.com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您与我司签订的《中华坊分销协议》，因政府认定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设部令第88号《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不符合
商品房销售条件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销售商品房，不得向买受人收
取任何预订款性质费用”;第二十五条“房地产开发企业委托中介服务
机构销售商品房的，受托机构应当是依法设立并取得工商营业执照的
房产中介服务机构”;第二十七条“受托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不得代理
销售不符合销售条件的商品房”的相关规定。政府已对我司进行了行
政处罚，责令我司限期整改并退回收取的款项。故请您速来我司友好
协商处理《中华坊分销协议》事宜，否则我司将依法处理解决。

特此通知!
海南金源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6月29日

通 知

《天地宝藏》
纪念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文化惠民活动

2018年精品剧目惠民演出

主办单位：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
承办单位：海南文化体育公园管理中心

海南广电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海口品渡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演出单位：中国杂技团

演出时间：2018年7月14日、15日 20:00
演出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海口市国兴大道68号）
票 价：甲等90元（政府补贴420元）乙等70元（政府补贴440元）

丙等50元（政府补贴460元）
售票热线：0898-65301811 售票时间：2018年7月8日至7月15日
售票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售票窗口（剧院左侧）

—中国杂技团建团
60周年献礼

本报文城7月8日电（记者李佳
飞 特约记者黄良策）“不忘初心跟党
走 昂首迈进新时代”2018年文昌市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暨中国人
民解放军建军91周年大合唱比赛决
赛今晚在文昌实验高中举行，一首首
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振奋人心。

今天下午，决赛还未开始，参赛
队伍便早早来到现场开始彩排。比
赛开始前，文昌市四套班子成员和部
队官兵首先表演了大合唱《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高亢嘹亮的歌声，
营造出了热烈、喜庆的氛围。

晚8时，决赛正式拉开帷幕，来自文
昌教育、卫生、经贸、交通等各机关单位
的代表队和来自龙楼、昌洒、文城等镇场

的代表队轮番上台演唱。《众人划桨开大
船》《迎风飘扬的旗》《我爱你中国》《不忘
初心》《我们的新时代》等奋发昂扬的歌
曲，让决赛高潮迭起，展现出了文昌党政
机关干群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文昌市相关负责人表示，举办此
次活动的目的，是向党的97岁生日和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1周年献礼，并
以此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庆祝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力弘
扬爱国主义精神，展现全市党员积极
奋发、追赶跨越的精神风貌，表达对
党的忠诚、对事业的执着、对职责的
坚守、对工作的奉献，营造昂扬向上、
团结奋进的社会氛围，加快推进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坚决扛起建设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的文昌担当。

此次大合唱比赛共有28支队伍
参赛，经过初赛环节的选拔，最终有
16支队伍晋级决赛。决赛按照机关
单位、镇场两个组别分别评比，经激
烈角逐，最终评出各组别一等奖各1
名，二等奖各2名，三等奖各3名，优
秀奖各2名。此外，未进入决赛的队
伍，也获得了优秀组织奖。

本次大合唱比赛由文昌市委、市
政府主办，文昌市委组织部、市委宣
传部承办。

本报海口7月8日讯（记者王黎
刚）2018年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新闻
发布会今天在海口万绿园举行。记者
从会上获悉，本次公开赛将累计举办
30场赛事，包括22站国内推广赛、5
站全球巡回推广赛及欧巡挑战赛、国
际业余锦标赛、国际青少年锦标赛3
大主体赛事，预计直接参赛球手将逾
3000人。

本次公开赛具体赛事日程为：国
际青少年高尔夫球锦标赛将于8月1
日至3日在海口举办，国际业余高尔
夫球锦标赛将于11月22日至24日
在洋浦举办，欧巡挑战赛将于10月
11日至14日在三亚举办。

省文体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公开赛有4大亮点，首先，赛事依托
阿里体育强大平台及丰富的大数据
资源，结合“体育+互联网”为海内外
高球选手提供更专业细致的赛事服
务。其次，今年赛事组委会将与海南

10所中小学签订高尔夫运动普及合
作试点单位，通过“体育+教育”，让高
尔夫球走进校园。第三，赛事不仅着
重推广海南10大人气高尔夫球场，更
与阿里旅行平台飞猪达成战略合作，
共同推出吃住行玩一站式服务。第
四，今年公开赛将继续助力更多中国
优秀业余高尔夫球手实现迈向国际职
业化舞台的梦想。

此外，今年的公开赛除推广赛和
主体赛事外，还将举办一系列配套活
动和群众性体验互动活动，让更多群
众了解高尔夫、体验高尔夫、热爱高
尔夫。

中国高球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作
为中国高尔夫球运动的焦点赛事之一，
海南公开赛历经10年发展，形成了以
职业赛、业余赛、青少年赛为主，以全国
巡回推广赛及配套活动为辅的完善赛
事体系，为推广高尔夫球文化、推动高
尔夫球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本报定城7月8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王兰兰）海南省第五届运动会暨全民
健身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九人制排球比赛决赛，
今天在定安县定城镇定安灯光球场收官，澄迈、定
安、临高3支代表队分别斩获冠、亚、季军。

本次比赛于7月5日至8日举行，共有来自定
安、澄迈、三亚、临高、东方、白沙、海口市龙华区和
海南电网的8支代表队闯入决赛。

今天上午，临高队和三亚队首先开打，两队展
开了激烈争夺，最终，临高队以3：2战胜三亚队，
夺得本次比赛季军。接下来，定安队和澄迈队展
开对决，结果，澄迈队以3：1获得冠军，定安队获
得亚军。

定安县文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排球运动在
定安有非常良好的群众基础。此次赛事是定安首
次承办省运会九人制排球赛，该县各部门协力做
好赛事各项保障工作，确保了赛事的圆满成功。
定安将以此为契机，带动全民健身运动深入开展，
培育和发展文化、体育产业。

本次比赛由省政府主办，省文体厅、定安县
委、定安县政府承办。

省残疾人艺术团献艺“爱心万里行”活动

2018年海南将办30场高球比赛
预计将有3000多名国内外球手参加

群众体育项目
九人制排球比赛收官
澄迈队夺冠

7月8日，选手在海南高尔夫球
公开赛海口站比赛中挥杆。

➡ 文昌市庆“七一”暨建军节大
合唱决赛现场。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本报海口7月8日讯 （记者王
黎刚）海口国际足球赛今晚在海口五
源河体育场结束。澳大利亚纽卡斯
尔喷气机队夺得冠军，获得第2名至
第4名的分别是上海申花队、澳大利
亚悉尼队和长春亚泰队。上海申花
队的张璐获得最有价值球员奖。战
队总积分冠军为悉尼队和纽卡斯尔
喷气机队。

今天的比赛吸引了1万多名海
口球迷到场观赛。在今天首场比赛
中，长春亚泰队在常规时间内和纽卡
斯尔喷气机队战成1：1平。在点球
大战中，长春亚泰队1：3负于对手。
最终，长春亚泰队以2：4告负。今天
举行的另一场比赛中，上海申花队

2：0战胜悉尼队。
在前天举行的首轮比赛中，两支

中超球队均负于澳超球队。其中上
海申花队0：2不敌澳大利亚纽卡斯
尔喷气机队，长春亚泰队0：1小负澳
大利亚悉尼队。

比赛采用“90分钟比赛+点球”
赛制，中超两支球队和澳超两支球队
展开对抗，按各队所获积分排名。除
单队争冠外，还将统计中方和澳方两
支球队小组赛积分，总积分高的队伍
获得本次赛事战队总积分冠军。

本次赛事经亚洲足球联合会、中
国足球协会批准举办，由海南省足协
主办，海口市足协和海南体育之窗文
化传播公司承办。

海口国际足球赛收兵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喷气机队夺冠

海口国际足球赛7月8日在海口五源河体育场举行第二轮比赛，图为长
春亚泰球员（右）与纽卡斯尔喷气机球员在争抢。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省第五届运动会

本报海口7月8日讯（记者宋国强）海南省
第五届运动会暨全民健身运动会竞技体育项目举
重比赛，今天在海口市体工大队举重馆开赛（见上
图，本报记者宋国强摄），从而正式拉开了竞技体
育项目的比赛大幕。

来自海口、三亚、五指山等市县的11支代表
队的领队、教练员、运动员共256人参赛，是历届
省运会举重比赛参赛人数最多的一次。本次比赛
分男女成年组、男女少年甲组、男女少年乙组、男
女少年13岁至14岁组、男女少年12岁以下组共
10个组别，将于12日结束。

举重是我省竞技体育重点项目之一，特别是
在小级别上，曾培养和输送过不少优秀运动员。

竞技体育项目
举重比赛海口开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