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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大型农场转让或项目合作
联系人:王先生13907585275

可研报告+规划+建筑设计
建筑减隔震+共享农庄策划
DR企业文化+总统式管理咨训
康旅项目寻合作。电话66894829

农场转让
现有海口市周边210亩农场转让，
有意购买者请联系陈女士，
电话：13907681616。

公 告典 当
注销公告

三亚私人订制装饰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拟向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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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海南蓝佳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60200MA5RDJ011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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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

公告（190123-1期）

受屯昌县机关事务管理局委托，定

于2019年1月31日15:00在我司

拍卖厅公开拍卖：驻屯昌县省管单

位琼C41918等5辆涉改车辆。竞

买保证金：1000元/辆。

展示时间及地点：1月29-30日；

屯昌县昌盛南路县政府大院；有意

竞买者请于2019年1月31日12:

00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

手续。（竞买保证金以现金方式缴

纳）网址：www.hntianyue.com

电话：15607579889

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

厦主楼41层

广告

认婴公告
女婴,姓名不详,出生
几天,于 2014 年 8 月
在定安县南海农场三
区加保队(村)的道路边
被捡拾,现抚养至今。
婴儿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公告之日起60天内持有效证件
前来认领,逾期将被依法安置。
电话:蒙辉杏13519868958

注销公告
海南海直盟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代码 914601003241870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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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三亚舒心风水装饰设计工程有限
责 任 公 司 ( 注 册 号
4602002003636)拟向三亚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债权债务人
见报日起45天内到公司办理事宜。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公告（2019）琼0105执445号

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黄春平、
王汉鸿与被执行人王博房屋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执行依据为本院作
出的（2018）琼0105民初4072号
民事判决书。现因被执行人拒不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
院拟将位于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
道267号展兴高新花园C5栋4层
2-4B房的房屋所有权（房产证号：
HK358444）过户登记至申请执行
人黄春平、王汉鸿名下，如对上述
房屋权属有异议者，请自公告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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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一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注销公告
海口富雄达食品有限公司（注册号
460100000407838）拟向海南省
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45天内到本
公司办理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盛海缘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拟向东方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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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海南祥盛物流有限公司信用代码
91469027MA5T4CXC56拟向澄
迈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
债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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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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 1897601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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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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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海南中农联市场投资有限公司（统

一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RD42991） 于
2018年11月27日股东会议决议，
决议免去陈雪梅同志原任法定代
表人职务，现委任林亨胜同志为法
定代表人职务。原法定代表人陈
雪梅未交出公章、财务章，营业执
照正、副本（2-1、2-2）。我司于
2019年1月16日通过公正送达的
方式要求原法定代表人陈雪梅限
期归还。因时限已过，现声明海南
中农联市场投资有限公司公章、财
务章、营业执照正、副本（2-1、2-
2）作废。

海南中农联市场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3日

注销公告
海南金逸博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3003481968330）拟向洋浦
经济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
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公 告
因工作需要，本公司更换合同专用
章，原“中电科海洋信息技术研究
院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声明作
废。

会议通知
致海南儋州海涛民族农业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股东孙昕：股东王先雄
（持股34%）提议于 2019年 2月
11日上午10时在公司召开全体股
东会议，由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
王先雄主持，会议内容：法定代表
人由王先雄变为潘法兴。王先雄
将持有34%的股权转给潘法兴。
因无法联系到你，现通过报纸公告
和身份证住址邮寄送达通知你。
请见公告或信函后参加会议。依
据要求，股东股权转让，在同等条
件下你有优先购买权，所以请你参
加会议。如不能来可委托他人出
席（向公司提交书面授权委托
书）。海南儋州海涛民族农业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海南凯莱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T1M0B85）拟 向
海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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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纽爱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企
合琼文总字第000332号）拟向海
南省文昌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
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海岛乐贸易有限公司拟向三
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
债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
宜。

注销公告
儋州济民堂大药房（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1469003069670854T）拟
向海南省儋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
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遗失公告
文昌市冯坡镇白沙村民委员会白沙西
村民小组不慎遗失农村信用合作社现
金支票，证号：（从402101267502到
402101267525， 24 张 ） ，
（402101413851、402101413853、
2 张），（从 402101413855 到
402101413875，21张），特此声明作
废。

公告
江西中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三亚
市承接的91922部队港区设施设备
综合维修工程，于2017年01月11
日竣工验收，凡有关单位或个人债
权债务，农民工工资在一个月内与
本公司负责人联系，逾期责任自负，
联系人：江先生 13138963621 公
司电话：0898-88211878

江西中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三亚万利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拟向
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
宜。

注销公告
海南优升贸易有限公司拟向三亚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金汤银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拟向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债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
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光北建材有限公司拟向三亚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中仙实业有限公司拟向三亚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帅美丽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拟
向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债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
关事宜。

广告

主办单位：海南省总工会、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海南省商业总会

热烈祝贺第二届海南迎春农产品展销会隆重开幕！
2019年1月23-27日五源河体育场 1000份礼品幸运惊喜等你来！
展会期间海口市政府支持四条免费公交车专线：
秀英区（A入口）乘车点：万达广场；龙华区（C入口）乘车点：万绿园南门；美兰

区（B入口）乘车点：国兴大润发；琼山区（D入口）乘车点：红城湖公交站；每30分钟
发1班车，免费接送市民直通秀英区长滨路五源河农展会现场采购农产品年货。

协办单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海南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

本报海口1月22日讯（记者王
黎刚）海南日报记者从22日召开的
2019“博海争霸”国际职业拳王争霸
赛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该项比赛将于
2月16日晚在海口市国家帆船基地
公共码头举行。

此次赛事参赛队伍的规模较大，
来自印度、泰国、土耳其等国家的14
名选手出战。其中，最具看点的当属
CBCU（中国职业拳击俱乐部联盟）洲
际拳王吴国权将与泰国曼发·梯拉化
争夺IBO（国际拳击组织）超次中量级
洲际拳王金腰带。吴国权从13岁开

始练习拳击，他在2017年的“博海争
霸”拳王对抗赛中获得了CBCU超次
中量级金腰带，在 2018CBCU/IBO
世界拳王争霸赛中获得CBCU洲际
拳王金腰带。曼发·梯拉化的实力也
不容小觑，他曾连续9次蝉联亚洲和
太平洋地区金腰带。

在发布会现场，靓丽的拳击宝贝
展示了本次比赛的金腰带，拳手代表
悉数亮相，让现场嘉宾感受到拳击的
魅力。本次比赛由海南省拳击协会、
海南博海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主办。

定安举行健身气功赛
本报定城1月22日电 （记者邓钰 特约记

者司玉）近日，定安县健身气功总站 5周年庆
暨健身气功交流比赛在定城镇老干中心门球
场举行。

据了解，本次交流比赛为团体赛，共19支
队伍参加。比赛项目为健身气功八段锦，音乐
统一播放 6分钟。经过激烈角逐，城南站点 1
队、沿江公园站点 1 队、夕阳红气功 2 队获得
一等奖。

场均15.9分、8.9个篮板、2.1个盖
帽，这是WCBA新秀韩旭的成绩单。
和新疆女篮一样，韩旭本赛季低开高
走，最终入选WCBA全明星首发。进
步神速的她期待能像偶像姚明一样，
去美国闯荡一番。

从“睡着”到被“激活”

亚运会、女篮世界杯……韩旭
直至 WCBA 揭幕战前才与球队会
合。赛季初，“大换血”的新疆女篮
缺乏磨合，战绩下滑，韩旭的表现也
不如预期。

“大家对我期望很高，但我没找到
适合的打法，就像睡着了一样。”韩旭
说，“赛季开始球队缺乏默契，经常出
现球传到了，人跑没了的失误，那会儿

以为能进季后赛就不错了。”
常规赛9轮过后，原江苏主帅熊

艳接过帅印，国家队助教木拉提也加
入教练组。此后的25场常规赛里，新
疆赢下 23场，韩旭也被彻底激活，

“20+10”的“两双”数据已是常态。
低开高走的变化让韩旭充满自

信，她给自己的新秀赛季打出80分。
“熊指导对我的使用更加灵活，外援离
队后给了我更多球权，我也慢慢找到
了在国家队时的感觉。”韩旭说。

大个球员具备三分投射能力已
是当今世界篮球的潮流，但韩旭对开
发新的“技能包”持谨慎态度，“远投
不是我现在的重点，打好内线基础才
是当务之急”。纵观常规赛，篮下高
举高打和中投才是韩旭的主要得分
手段。

校园篮球成就自我

韩旭生于篮球世家，父母均是篮
球选手，父亲韩发顺曾效力于四川男
篮。“妈妈管我很严，倒是难得回家的
爸爸比较温柔。”韩旭说，“如果我妈不
够严厉，我有很多事都坚持不下来。”

自接触篮球起，父母就是韩旭的
技术指导和陪练，几乎每场球赛后，都
会给她复盘讲解。“重心低一点，抢篮
板要先顶人，篮下脚步要扎实……”韩
旭笑着说，“每场下来他俩都是一篇

‘小作文’。”
如今，每当新疆队有连续主场时，父

母都会从河北赶来观赛。两人深知女儿
初入职业篮坛的不易，赛后交流重点也
从点评转为鼓励。“现在几乎不训我了，

最近就夸我棒，可能觉得我已经进国家
队了，怕说错了。”韩旭开玩笑道。

“当时的全国高中联赛、海外拉练
对我来说都很有锻炼价值。”韩旭说，
也正是在清华附中期间，她先后入选
了各级国字号球队，最终被许利民召
入国家队。

3年内登陆WNBA

身高臂长、手感柔和、移动能力
强，因相似的身体条件和技术特点，不
少球迷把韩旭称作“女版周琦”，期待
她能在WNBA赛场上崭露头角。事
实上，不少国内外篮球业内人士也对
她充满同样的期待。

不久前，新疆外援罗尔表示，韩旭若
参加WNBA选秀，会在前5顺位被选

中。“她的评价要比之前收到的更好，说
明我进步了，希望她的预测能够成真。”
韩旭说，一直以来，外国球探、WNBA球
员的认可总能给她带来更多信心。

虽然尽早参加WNBA选秀的呼
声越来越高，但韩旭自己很冷静。她
认为，早登陆WNBA接受更高水平
的训练和比赛固然好，但身体对抗、心
理承受准备做足后，自己才能走得更
远，“我给自己的期限是2到3年”。

目标就在不远处，但眼前的路还
得走好。韩旭最近找了英文老师，通
过视频学习语言，训练时也会追着罗
尔练习口语。“我们的外援也要面对陌
生环境、语言和饮食，给我一定的时间
适应，我想自己去美国应该也没问
题。”韩旭说。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1月22日电）

入选WCBA全明星首发表现出色

女篮国手韩旭：期待赴美闯出一片天

国际职业拳王争霸赛下月海口举行 张帅/斯托瑟
晋级澳网四强

1月22日，在2019年澳大
利亚网球公开赛女双四分之一
决赛中，张帅（中国）/斯托瑟
（澳大利亚）以2：0战胜捷克组
合斯尼亚科娃/克莱吉科娃，晋
级四强。

图为张帅（左）/斯托瑟在
比赛中。

新华社发

省新闻界迎春围棋赛举行

12家媒体棋手纹枰论道
本报讯 （记者王黎刚）“融创杯”首届海南

省新闻界迎春围棋赛20日在海口结束，来自12
家媒体的16位棋手纹枰论道，以棋会友，在黑
白世界展开较量。经过5轮的对决，最后，来自
万宁市电视台的苏小明力挫群雄，以5战全胜
的战绩夺冠。

围棋是我国的国粹，也是世界三大智力运
动之一，千百年来一直受到广大民众喜爱。近
年来，中国棋手在与日韩棋手的较量中保持领
先，更是让这项运动蓬勃发展。海南新闻界也
不乏围棋爱好者，但因为种种原因，自2005年
后，再也没有举行过全省性的新闻界围棋赛。
本次比赛的举办让这项运动在海南新闻界得到
更好普及和发展，也为全省新闻工作者提供了
一个交流平台。本次比赛只设个人项目，冠军
奖金5000元。

NBA战报
76人 121:93火箭

勇士 130:111湖人

鹈鹕 105:85灰熊

凯尔特人 107:99热火

篮网 123:94国王

独行侠 106：116雄鹿

奇才 101：87活塞

骑士88:104公牛

雷霆 127:109尼克斯

魔术 122:103老鹰

开拓者 109:104爵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