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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遗失声明
东方盈尚居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信用代

码91469007MA5T6CJU4L及公

章和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澄迈仁泉绿色农业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不慎遗失海南农商银行现金支

票 24 张 ， 编 号 ：

4020461501999002-

4020461501999025，现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典 当

广告

遗失声明
昌江黎族自治县农业机械技术服务中

心遗失海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票

据)，票号（五联票）：0323771767、

0323771783、 0323772348、

0323772508、 0323772516、

0323772647、 0323772663、

0323772727、 0323772735、

0323772794、 0323772815、

0323772823、 0323773463、

0323774044、 0387529179、

0387489760、 0387489787、

0387490278、 038749085X、

0387490905、 0387490980、

038749125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郑辉原身份证460004710608281，

现身份46000419710118261X，以

上身份证号是同一个人郑辉，土地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卡，海口市国

用（2003）字第2003006481号。使

用证登记字(2003)268号及挂失更

改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特此声

明。挂失更改人：郑辉

▲刘娟，不慎遗失中国海南省文昌

市清澜半岛银滩路2号2栋2501

房认购书，编码：2017044，特此登

报声明作废。

▲经营者：符日妍遗失营业执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I）

4600033002008-02，声明作废。

商铺招租
海口西沙路侨企大厦临街铺面两
个分别50平米（建面）公开招租，
68535357,13322085875吴急用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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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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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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海南儋州海涛民族农业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不动产权证书号：琼
（2017）儋 州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19654号，因该证手写内容模糊
不清，现声明作废并改为电子版填
写打印的不动产权证书。

▲曾妚三遗失座落于西秀镇拔南

村民委员会拔南经济合作社的集

体土地使用证，证号:海口市集用

（2011）第023495号，声明作废。

▲李昆恒不慎遗失导游证，导游证

号UC29649A，特此声明作废。

▲吴多健遗失警官证，警官证号：

090179，特此声明。

▲文昌会文杰耀鞋店遗失营业执

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9005MA5RGWDX85，声明

作废。

▲海口琼山领先体育用品商店遗

失个体工商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601043051276，声明作废。

▲王嘉玮遗失导游证，证号：

POF8210H，特此声明。

▲海口琼山领先体育用品商店遗

失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税 号 ：

460100196307171233，声 明 作

废。

▲周倩如遗失警官证，证号：公现

役字第1079752号，声明作废。

▲云高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

完税证明，编号：00051669，特此

声明。

▲香港商报有限公司湖南代表处

(税号:91430100788003636Y)遗

失在苏宁易购购买pptv电视发票

一张，发票代码:146001511301，

发票号码:00948397，销售 D 单

号:D00001834，发票金额:3599

元，声明作废。

▲马静、徐尔昌不慎遗失海南宝名

置业有限公司（5170.7元）购房收

据一张，编号：5913190，特此声明

作废。

▲马静、徐尔昌不慎遗失海南宝名

置业有限公司（1170元）购房收据

一张，编号：6499252，特此声明作

废。

▲陈海香遗失二级职称证书一本，

职称证编号:1020171265，声明作

废。

▲陈海侬遗失道路货物运输从业

人 员 资 格 证 一 本 ，证 号:

46000319830304340，流 水 号:

4600015678，声明作废。

▲马铭谟遗失驾驶证一本，证号：

211700090，现声明作废。

2019年春节档，《流浪地球》《疯
狂的外星人》《飞驰人生》《新喜剧之
王》《熊出没·原始时代》《神探蒲松龄》
《小猪佩奇过大年》7部影片成为主力
军。国家电影局初步统计的数据显
示，今年春节假期，中国电影票房达
58.4亿元，观影人次达1.3亿。其中，
2 月 5 日，正月初一的单日票房达
14.43 亿元，刷新了去年正月初一
12.68亿元的单日票房纪录。

好口碑带来高票房

根据国家电影局的统计数据，《流
浪地球》以20.1亿元的票房成为今年
春节档的票房冠军，《疯狂的外星人》
《飞驰人生》和《新喜剧之王》分别以
14.49亿元、10.43亿元和5.32亿元列
票房榜二到四位。

事实上，在正月初一，《流浪地球》
的单日票房仅列第4位，排在《疯狂的

外星人》《飞驰人生》《新喜剧之王》之
后。但正月初三开始，《流浪地球》成
为当日票房冠军，并在此后一直领
跑。而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全国电影观
众满意度调查也显示，《流浪地球》以
85.6分获档期满意度冠军，这再次证
明了影片最终要靠口碑取胜。

《熊出没·原始时代》《神探蒲松
龄》《小猪佩奇过大年》分别以4.21亿
元、1.29亿元和1.12亿元列春节档票
房榜的五到七位。其中，《熊出没·原
始时代》的影片满意度高出系列前作
《熊出没·变形记》《熊出没之奇幻空
间》，其票房也有望打破该系列影片最
高票房纪录（6.1亿元）。

根据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全国电影
观众满意度调查结果，2019年春节档
观众满意度得分83.9分，获“满意”评
价，这是自2015年开展调查以来春节
档中的最高分，同时也是全部27个调
查档期的第二名。以《流浪地球》的成

功逆袭为代表，2019年春节档既充分
验证了“质量为王”这一市场铁律，也
为业界追求高质量带来了信心。

科幻电影异军突起

2019年春节档的最大惊喜，是中
国电影收获了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
幻片。改编自刘慈欣同名小说的电影
《流浪地球》异军突起，在大年初三逆
袭成为单日票房冠军后，不仅在票房
上持续领先，也收获了不错的口碑。

《流浪地球》讲述了太阳即将毁
灭，太阳系已经不适合人类生存，人类
启动“流浪地球”计划，推动地球离开
太阳系，寻找新家园的故事。影视专
家表示，《流浪地球》作为一部硬科幻
电影，打造了中国式科幻片的基本样
貌，不论是危机事件、科学架构还是特
效制作，都基本达到了国际水准。

除了完成度较高的影片制作，《流

浪地球》的主题立意也是吸引观众的
一大要素。影评人李星文说，影片讲
述了中国人拯救地球的故事，观众的
自豪感被激发出来，对影片感觉很亲
切，保证了影片不仅在大城市受欢迎，
也能很好地下沉到四五线城市的观影
群体中。

作为中国科幻电影“起飞”的作
品，《流浪地球》仍有不成熟的地方。

“影片在人文表达方面有所欠缺，角色
行为有时冲动大于理性。”李星文说，
但是要肯定《流浪地球》的突破与创
新，它标志着科幻片的类型在中国电
影界第一次成型，培养了观众的审美，
期待日后的科幻片能够在科幻表达和
人文表达方面双线并进。

喜剧动画格局依旧

喜剧片和动画片历来是春节档的
常客，今年春节档仍然延续了喜剧加

动画的格局。动画片《小猪佩奇过大
年》《熊出没·原始时代》和喜剧片《疯
狂的外星人》《飞驰人生》《新喜剧之
王》，覆盖了各年龄段的观影群体，达
到了过年“合家欢”的效果。

《熊出没》系列动画电影作为春节
档的“老面孔”，已经连续6年陪着观
众过大年。《熊出没·原始时代》延续前
作冒险、搞笑、温馨的特点，活泼有趣
的故事和深入浅出的内涵阐释，打造
出适合全家观看的影片。《小猪佩奇过
大年》以真人与动画结合的方式，给观
众呈现过年的热闹，但是故事简单，真
人表演与动画两部分衔接生硬，观众
反响平淡。

春节档的喜剧电影汇聚了多位擅
长喜剧制作的导演或演员，上映前备
受关注。但是上映后的票房全都高开
低走，没有出现以往喜剧电影在春节
档一骑绝尘的局面。

（据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2019春节档电影盘点

票房口碑双丰收 科幻电影大突破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记者郭
萃）为期6天的2019第十四届海口万
春会文体活动项目2月10日落下帷
幕，本次活动为海口市民及游客呈现
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充分满足了
不同人群的文化品味，据悉，截至2
月10日18时，万春会主、分会场文体
活动项目及灯展共吸引约90万人次
市民游客参与。

大年初一至初六期间，在万绿园
中心舞台共上演了6场文艺演出，节
目形式涵盖歌舞、摇滚、小品、魔术、
杂技等等，形式丰富多样，满足了市
民及游客不同的艺术审美要求；优秀
传统文化展演区域则邀请到琼剧、海
南公仔戏、海南八音、海南虎舞、海南

麒麟舞、黎族舂米舞共6项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进行展演，充分满足广大
戏迷的戏瘾，同时也促进了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在新春正能量主
题活动区域，电子音乐秀、健身互动、
家庭趣味互动游戏等多项活动项目，
让广大市民游客感受到新春的欢乐
与活力。

此外，大年初一至正月十五，海口
万绿园及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为市民
游客带来8个区域不同风格、不同特
色的精致花灯，展现了新海口在不同
领域的繁荣面貌。其中，主会场海口
万绿园展出104组新春花灯，分会场
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展出33组湿地
主题花灯。

海口万春会文体活动落幕
灯展将持续至正月十五

北京时间2月11日凌晨，在英超第26轮比赛中，卫冕冠军曼城队在主场以6：0狂胜切尔西队，时隔一天后再次
以净胜球优势超越少赛一场的利物浦，重新占据积分榜首位。切尔西则遭遇了28年来的最大比分失利。

曼城球星阿圭罗此役上演“帽子戏法”，这是他在英超比赛中第11次单场攻入三个进球，追平了前纽卡斯尔联队
球星希勒创造的纪录。

图为阿圭罗（前）在比赛中庆祝进球。 新华社发

曼城6∶0狂胜切尔西

欧洲冠军联赛1/8决赛本周中
点燃战火，北京时间2月13日凌晨，
率先进行首回合的两场角逐，其中
曼联主场与巴黎圣日耳曼之战是引
人瞩目的豪门对决。

曼联近期的状态可用“恐怖”来
形容。自索尔斯克亚两个月前取
代穆里尼奥接手球队之后，曼联立
马脱胎换骨恢复了“红魔”本色，他
们在英超赛场可谓所向披靡，近 9
轮8胜 1平狂抢25分，在积分榜的
名次节节攀升，已飙升到第 4 名。
如此神勇的状态自然让曼联有了
更大的追求。虽然英超夺冠已经

没有太大的希望，但在欧冠中如果
能把握机会，或许会让曼联球迷收
获惊喜。

曼联在英超势如破竹，但此前
在欧冠的前景并不令人乐观，因为
1/8决赛他们将对阵巨星云集的法
甲豪门巴黎圣日耳曼，大巴黎是本
赛季欧冠夺冠热门之一。然而，曼
联不仅状态回勇，还有好运紧紧跟
随，就在1/8决赛开战之际，他们接
连收到两大利好消息。首先，大巴
黎当家球星内马尔因为右脚的伤势
将缺阵10周，铁定无法参加与曼联
的1/8决赛。2月10日，传来一个对

曼联非常有利的消息，大巴黎阵中
又一重要攻击手卡瓦尼也伤了，肯
定无法出战欧冠1/8决赛首回合对
阵曼联的比赛。

大巴黎摧城拔寨主要靠内马
尔、姆巴佩和卡瓦尼组成的“三叉
戟”，本赛季法甲联赛至今，这三人
联手为大巴黎斩获48粒进球，占全
队总进球数的7成。但现在，大巴
黎的“三叉戟”折了二位，年轻的姆
巴佩能在锋线搅起多大风雨？残阵
出战的大巴黎，恐难挡近来状态开
挂的红魔曼联。

■ 林永成

欧冠1/8决赛前瞻 两大利好“助攻”曼联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2019海南省
“体育下乡”排球精英邀请赛2月10日在
琼海市潭门镇社昌村村委会排球场落
幕。经过激烈角逐，海口队夺得冠军。

本次邀请赛吸引了琼海队、海口
队、文昌队、澄迈队四支省内排球强队
参赛。四支劲旅的激烈争夺，吸引了
近5000球迷观战。最终，海口队技高
一筹夺得冠军。

“体育下乡”是海南省体育赛事中

心年度体育惠民工程的一项重要内
容，旨在激发全民健身热情，增强全民
健康体质。近年来，海南省“体育下
乡”系列赛事影响力逐步扩大。据悉，
本年度“体育下乡”还将举办女子篮球
精英赛、9人排球精英邀请赛、5人制
足球精英邀请赛等赛事。

本次比赛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
电体育厅主办，海南省体育赛事中心、
琼海市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承办。

海南省“体育下乡”
排球精英邀请赛琼海收官

本报定城2月11日电（记者邓
钰 特约记者司玉 通讯员王伦）2月
11日，武术太极拳专场展演活动在位
于定安县龙湖镇的文笔峰景区元辰殿
广场举行。太极爱好者们身着古朴服
装，在柔和的背景音乐中舒缓起手，一
招一式诠释太极拳的魅力。

活动现玚，十几个节目精彩上
演，并融入太极的刀、枪、棍、剑、拳、
扇等内容，在新春佳节期间，为现场
游客及观众献上一台传统文化盛

宴。太极拳爱好者们精神抖擞，动作
时而如行云流水，时而刚劲有力，一
柔一刚中演绎出太极的精妙，一招一
式中舞动太极的魅力，赢得了现场观
众的阵阵掌声。

据了解，来自海口、文昌、定安、
琼海和万宁等海南东部七市县的武术
协会和省太极工委、海南海岛太极研
究会、神鹿太极推广中心等机构共组
织12支队伍参加此次展演活动，共计
有150余人参与。

定安举办太极拳专场展演

据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记者郑直）启航理
想·2019国际象棋世界棋后巅峰赛11日在北京中
国棋院开赛，现世界棋后、中国棋手居文君执白
力克俄罗斯名将拉戈诺，新春首战取得开门红。

本次比赛双方为现女子慢棋、快棋世界冠军
居文君及现女子超快棋世界冠军拉戈诺，居文君
在2018年的对抗赛与世锦赛两种赛制下两夺慢
棋世界冠军，其中世锦赛决赛的对手即是拉戈诺，
后者还曾一度率先取得赛点。

按照赛程，二人于11日及12日分别进行一
盘快棋对决。首盘棋居文君执白先行，春节期间
积极备战的她采用了自己不常用的王兵体系，也
让拉戈诺一度陷入思考。之后居文君通过弃兵取
得了比赛的主动权，时间压力下拉戈诺试图通过
弃子在王翼做文章，但居文君防线稳固未让对手
觅得机会，最终经过39回合居文君完胜。

“这盘棋在开局上给了对手一些新的想法，她
很惊讶。”居文君在赛后表示，“这个开局准备得非
常成功，对手在时间紧张的情况下也犯了一些错
误，能赢非常开心。”

国象棋后巅峰赛
居文君取得开门红

LG杯世界围棋棋王战决赛开战

时越胜杨鼎新先取一局
据新华社首尔2月11日电（记者陆睿 王婧

嫱）第23届LG杯世界围棋棋王战决赛11日在位
于首尔的韩国棋院拉开帷幕。首局比赛中国棋手
时越九段执黑中盘战胜另一名中国棋手杨鼎新七
段，先取一局。

时越和杨鼎新是分别战胜中国棋手范廷钰和
韩国棋手申旻埈而晋级决赛的。这是小将杨鼎新
首次挺进世界主要围棋大赛决赛，时越则是继
2013年问鼎第17届LG杯世界围棋棋王战冠军
后再次向这项桂冠发起冲击。

决赛首局，时越执黑先行。开局双方势均
力敌，至70手执白的杨鼎新逐渐占据优势。行
至87手，左边失去主导权的时越开始猛攻右方
白阵，逐渐扭转劣势。行至109手，双方平分秋
色，局势微妙。杨鼎新在试图打开局面过程中
略有松动，时越趁势追击，对决再次变得紧张，
双方落子格外谨慎。最终，杨鼎新行至261手
投子认负。

LG杯世界围棋棋王战决赛采用三番胜负制，
比赛限时为每方各三小时，5次40秒读秒。冠军
奖金为3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83万元），亚军奖
金为1亿韩元。本届LG杯决赛于11日、13日、
14日在首尔举行。

居文君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大连一方俱乐部宣布
崔康熙出任球队主教练

据新华社大连2月11日电（记者蔡拥军）在
已经带队一段时间后，大连一方俱乐部11日宣
布，韩国籍教练崔康熙完成签约，正式出任球队主
教练。

此前崔康熙一度被天津权健俱乐部宣布为球
队主教练，但此后因权健公司及高层涉案而出现
变故，崔康熙及其团队转而与大连一方队接触并
开始了实质上的带队训练，直至11日大连一方俱
乐部发布官方消息。目前崔康熙及其团队正带领
大连一方队在上海冬训。

大连一方俱乐部的官方消息说：崔康熙
（Choi Kang-Hee）今年59岁，是当今亚洲足坛
经验丰富、带队业绩卓著的知名主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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