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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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 18976292037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3005018185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声明
海口华盛达贸易有限公司公章、财
务章、合同章更换，声明作废。
▲文昌市铺前供销社甘香饮食店
遗 失 税 务 登 记 证 ，证 号:
460005069669589，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海南川通建材销售有限公司（注册

号 4600000001807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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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内到公司

办理事宜。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商务酒店租售
大致坡市中心华盛商务酒店
2236m2(共 6层36间客房，8简棋
牌室)售：4400元/m2，租：3万/月
魏先生 19946631911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889912934

▲海南陵城铁建联合投资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 吴 淑 民 （ 身 份 证 号 ：

460006196706155233）遗失坐落

于海南省万宁市万城镇人民中路

北侧一文化商业广场A1一35房

产证，证号：万宁市房权证万城字

第1201451号，声明作废。

▲郑智豪遗失坐落于海口市机场

西路金都大厦605房的房屋国有

土地使用权分割转让证明书，编

号：200804554，声明作废。

▲郑智豪遗失坐落于海口市机场

西路金都大厦604房的房屋国有

土地使用权分割转让证明书，编

号：20080455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海口原成电子有限公司（注册号
4601002004959)拟向海口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
人见报日起45天内来本公司办理
相关事宜。

▲满秀敏不慎遗失恒大金碧天下

208-1603号房购房相关认购书，

编号：183486，现声明作废。

▲谭文江不慎遗失车牌号为琼

D16243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

证正本，证号：469028051154，声

明作废。

▲李高强遗失海口中升丰田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定金收据，编

号：0005011，特此声明。

▲儋州那大淑妮美容院遗失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纳税人识别号：

460007198109200847D1，声 明

作废。

▲海口品渡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广告

注销公告
先成生物科技开发(海南)有限公司
拟向海南省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
起45天内前来办理相关事宜。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琼0105执1539号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何代桂与
被执行人王伟股权转让纠纷一案
中，依法查封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
北铺村环城高速公路以北（火山口
大道距绕城高速500米处)土丘内
的石头（石头的数量以过磅的数据
为准），现本院拟定对上述查封的
财产进行评估拍卖，如对上述财产
权属有异议者，请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
议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
将依法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二0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减资公告
海南宇程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由五千万元人民币减至一百

万元人民币，原债权债权不变，特

此声明。

注销公告
海南五指山热带雨林野山鸡有限

公司拟向五指山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登报

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

行现需要处置一批报废电脑、显示

器、打印机、ups主机等电子设备，

有意者请在登报之日起5个工作

日内参加竞价购买，联系电话

66562073。

▲文昌市铺前供销社第二影相室
遗 失 税 务 登 记 证 ，证 号:

460005069669626，现声明作废。

▲文昌市铺前供销社影相室遗失

税 务 登 记 证 ， 证 号:

460005069669669，现声明作废。

▲陈世轩遗失导游证，导游证号：

JX457721，特此声明。

▲五指山市统计局不慎遗失银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410001345302，声明作废。

▲陵水本号本利种养农民专业合

作社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3469034MA5T6AEW3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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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由小小说
写作倡导者、著名作家杨晓敏主编的
《1978——2018中国优秀小小说》日
前由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出版
发行。海南著名作家韩少功、符浩勇
创作的小小说入选。

据介绍，杨晓敏长期致力于小小
说写作事业发展，并且推动小小说纳入
鲁迅文学奖评选，深受广大作家和读者

好评。《1978——2018中国优秀小小
说》作为我国改革开放40年优秀小小
说选本，跨度时间长、选稿标准高，入
选作品由全国小小说联盟精选，杨晓
敏为该选本撰写了序言《小小说图腾》。

海 南 日 报 记 者 了 解 到 ，
《1978——2018中国优秀小小说》一
书收入98位作家共160篇优秀小小
说作品。我省著名作家韩少功被收

入的小小说有《青龙偃月刀》和《蛮师
傳》，符浩勇被收入的小小说是《稻
香》和《套当》等，这些小小说近年来
多次夺得全国各类文学奖项，并被收
入多个年度文学选本。其中，韩少功
的《青龙偃月刀》还被评为改革开放
40周年40篇有影响力的小小说之
一，符浩勇的《稻香》登上改革开放
40周年百篇经典小小说排行榜。

《1978——2018中国优秀小小说》出版

韩少功符浩勇小小说入选

关注中国（海南）民歌盛典
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陈望 实习生张鑫）
近日，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策划推出
2018中国（海南）民歌盛典系列活
动。为了宣传推广海南民歌，让人们
进一步了解海南民歌文化，海南日报
报业集团南海网特别推出民歌盛典
文化系列报道。

崖州民歌是海南民歌的古老歌
种之一，该民歌于2006年经国务院
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崖州民歌起源于古崖州（三亚、
乐东一带），自古以来以口头传唱和
手抄本流传至今，这种乡音土韵是当
地群众所喜闻乐见。

据介绍，《崖州志》上没有明确记

载崖州民歌的来源出处，但是从目前
所搜集的崖州民歌年代推断，民歌相
传兴起于宋代，繁盛于清朝后期。起
初只是文人墨客之间为了表达感情
而吟唱，慢慢传入民间在劳动人民中
自由吟唱。崖州民歌曲调绵长悠扬，
歌者眉飞色舞、神采飞扬，听者点头
称许、击节叫好，那空气中弥漫的浓
烈热情，瞬间感染了在场的所有人。

数百年来，崖州民歌是盛行于三
亚、乐东、东方等市县的最重要的民间
艺术形式。在田野里、闲谈时、婚嫁仪
式上，随处可听到或悠扬婉转或诙谐
打趣的崖州民歌。崖州民歌题材丰
富，体裁多样，唱腔曲调不一，生活中
无一人一物一事不可唱进崖州民歌。

说到崖州民歌的传承与创新这

一话题，崖州民歌研究学者认为，可
以在民歌之中加入流行元素，将崖
州民歌推向市场，通过市场运作所
创造的利润吸引更多的人喜欢上这
种古朴民歌，让崖州民歌能够更加
发扬传播。

三亚崖州民歌民间艺术团团长
孙斌在创新方面做了新的尝试。他
将一些崖州民歌如《崖州拉网歌》《崖
州人唱崖州歌》等创意改编，为歌词
谱上曲，并将其搬上舞台，获得成功。

2018中国（海南）民歌盛典由海
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海南日报报业集
团、海南省文联共同主办，南海网及
海南各市县委宣传部、县文体局承
办，海南省音乐家协会、海南省民间
文艺家协会协办，并得到海口海甸城
购物中心大力支持，崖州民歌也作为
民歌盛典文化系列之一。

崖州民歌研究学者认为

可将崖州民歌推向市场

15日，国足结束在海口观澜湖足球基地15天的封闭集训。
国足队长郑智表示，能够代表国家队出战亚洲杯是一种荣幸，

期待国足能在亚洲杯上取得好成绩。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国足结束海南集训

本报定城12月15日电（记者王
黎刚）经过4个小时的比拼，2018环
南丽湖国家湿地公园自行车赛暨海
南国际旅游岛自行车联赛（定安
站）比赛 15日收兵。最终，澄迈自
行车运动协会的刘勇夺得男子公
开组冠军。

本站赛事吸引了省内外300多
名自行车爱好者参加，为山地绕圈
赛，起终点均设在南丽湖国家湿地公
园游客服务中心。赛道单圈长5公
里，由丘陵赛道和环湖骑行绿道组成，
沿途是成片的橡胶林、槟榔树以及各
种景观植物，景色怡人。最终，来自海
口海港崔克车队的符婷婷获得了女子

公开组冠军。三亚自行车队的刘剑获
得男子40岁以上组冠军；以个人身份
报名的陈科宇拿下男子少年组冠军。
女子少年组冠军被海口海港崔克车队
的冯仕文夺得。

海南联赛至今已举办6届，赛事
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已成为海
南持续时间最长、参与车友规模最大、
最受岛内外车友喜爱的业余自行车品
牌赛事活动。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海南联赛将沿着“用赛事推动旅游
繁荣、用旅游助推赛事发展”的办赛新
模式，致力于让赛事成为骑友和游客
乐于参与的文体旅游大聚会，让赛事
宣传推广地方旅游资源。

海南国际旅游岛自行车联赛（定安站）比赛收兵

刘勇夺得公开组冠军

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记者陈
蔚林 实习生余梦月）15日晚，“丹心
耀南疆”庆祝海南大学建校60周年文
艺晚会在海南大学举行。连日来，该
校举办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系列
活动为12月16日的建校60周年纪
念日预热，给全校师生和返校校友营
造了热烈的节庆氛围。

晚会分为《序》《勇担使命，艰苦创
业》《不负时代，砥砺前行》《抢抓机遇，
奋发有为》《牢记嘱托，再创辉煌》《尾
声》等篇章，通过情景讲述、歌曲联唱、

舞蹈表演、留学生表演等丰富的节目
形式，用艺术表现手法，回溯了海南大
学建校60年来走过的风雨历程，表明
了海南大学在新时代抢抓机遇、再创
辉煌的信心和决心。

海南日报记者还了解到，为庆祝
建校60周年，连日来，海南大学还组
织开展了“海南大学校友会发展论
坛”“热带农林科技论坛”“海南生态
环境建设高端论坛”“生物医学工程
学术论坛”“庆祝建校60周年文艺晚
会”等系列活动。

海大举办建校60周年文艺晚会

新华社韩国仁川 12月 15日电
（记者耿学鹏 宗巍）2018 国际乒联
世界巡回赛总决赛 15 日继续在韩
国仁川举行。随着中国队小将何卓
佳以4：3的大比分险胜日本名将石
川佳纯，中国选手包揽总决赛女单

四强席位。
何卓佳与石川佳纯的比赛打得扣

人心弦、悬念丛生。何卓佳先以11：4
和11：9连下两局，但被石川佳纯扳至
大比分3：3平。第七局何卓佳开局不
利，以1：5交换场地。但中国小将随

后顽强地把比分追至8：8平，最终以
11：9在决胜局中逆转取胜。

何卓佳赛后说，她在比赛中心态
一度出现了一些问题，战术运用不够
坚定，但直到最后自己也没有放
弃。对手准备得比较充分，也有许

多地方值得自己学习。
当天早些时候，目前女单排名

世界第一的朱雨玲直落四局，战胜
队友刘诗雯。其中，朱雨玲在第一
局打出11：1的悬殊比分，让现场观
众颇感意外。

14日的比赛中，陈梦4：1战胜队
友王曼昱，大满贯得主丁宁直落四局
力克中国台北队选手郑怡静。

女单半决赛均将在15日晚举行，
陈梦对朱雨玲，丁宁对何卓佳。女单
决赛将于16日进行。

2018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总决赛

中国队女单包揽四强

本报讯 2018海南千人健身徒步活动15日
在海口五源河湿地公园举行，1000多名徒步爱好
者参加。

活动吸引了各个年龄段的市民参与，其中不
乏有整个家庭几代人组团报名的，来自海南华侨
中学的赵老师甚至带领自己一个班级的学生前来
参加此次活动。据介绍，活动选择在风景秀丽的
五源河湿地公园举行，就是为了将美景与锻炼、风
景与心境合二为一，展现海口国际湿地城市风貌。

本次徒步活动由人民网海南频道主办，海口
市湿地管理保护中心等协办，海南太古可口可乐
饮料有限公司等单位支持。 （小毛）

海南举行千人健身徒步活动

本报讯 陵水黎族自治县首届“健身达人与故
事评选”颁奖晚会14日在该县文化广场举行。最
终，选出十名“健身达人”。

陵水首届“健身达人与故事评选”活动自11月
13日启动以来，受到了陵水社会各界及体育爱好者
的积极响应。晚会表彰了在陵水体育事业和全民健
身运动中涌现出的优秀代表人物。“最具人气奖”得
主为黄文文，“最具潜力奖”得主为汪燕子，“最佳故
事奖”得主为王俊龙，苏庆涛、马超、唐闻亮、万桂池、
周义、黄宏泽、刘学玲获得“杰出贡献奖”。

此次评选活动吸引了从16岁到76岁不同
年龄阶段的不同职业的 38名选手参加评选。
活动分为网络票选和专家评审两个阶段，网络
票选阶段共收到 264833 份投票，总访问量达
201708人次。

本次活动由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主办，陵
水黎族自治县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承办。 （体讯）

陵水选出10名“健身达人”

12月15日，在浙江杭州举行的2018国际泳联短池游泳世界锦标赛男子
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由季新杰、徐嘉余、孙杨和汪顺组成的中国队以6
分47秒53的成绩获得季军,并超世界纪录。这也是中国男子游泳历史上第一
次在接力比赛中超过世界纪录。

图为孙杨、徐嘉余、汪顺、季新杰（自左至右）在比赛结束后向现场观众致意。
新华社发

短池世锦赛4×200米自由泳接力

中国队超世界纪录获铜牌

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
叶润田）12月15日下午，知名作家李辉在海口举
办“穿越洞庭，翻阅大书——我眼中的沈从文和黄
永玉”主题讲座。

李辉1956年出生于湖北随县（今随州市），
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曾任《北京晚报》
文艺记者、文学副刊编辑及《人民日报》文艺副刊
高级编辑，主要作品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
文与丁玲》《沧桑看云》《百年巴金》等。1998年，
他的散文集《秋白茫茫》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
2007年，因在《收获》开设的专栏“封面中国——
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故事”荣获“华语文学传媒
大奖”之“散文家”奖项；2014年，因《绝响——八
十年代亲历记》一书再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

“散文家”奖项。
讲座由复旦大学海南校友会主办，100余名

复旦校友及书迷到场聆听。

作家李辉在琼举办讲座
分享“我眼中的沈从文和黄永玉”

本报讯 (记者王黎刚)2018年“南海杯”中老
年足球赛15日在海口开踢，比赛吸引了省内外
10多支40岁、45岁和50岁年龄段的球队参加。
在揭幕战中，“过江龙”成都尚乐队（U50）2：1逆
转海中八四队（U50）。

本次比赛设了3个年龄段，每个年龄段采用
单循环赛制，前两名争夺冠军。该项赛事已经在
海南举办了3届，得到了省内外中老年足球队的
关注。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成都、保定、上海、柳
州、西安、沈阳、库尔勒等地的球队参加，不少球队
都是第3次来海南参赛。上海海晶队队长说，冬
季来海南踢球非常享受，这个时候还能穿短衣短
裤在室外踢足球，在国内恐怕只有海南了。

在U40比赛中，海口子弹头2：1力克府城队，
海口老伙计队2：4负于儋州南鹰队，河北保定0：1
陕西够样，柳州远道1：3沈阳东北风，上海海晶
3：2河北华奥。

本次比赛由海口市足协主办。

“南海杯”中老年足球赛海口开踢

子弹头队首战告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