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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李炳文遗失坐落于海口市澄迈
县老城开发区美桃岭地段四季花
城高尔夫温泉公寓7幢2单元208
房的不动产权证，证号:琼（2018）
澄迈县不动产权第0001868号，
特此声明。
▲秦晓耘不慎遗失2018年2月24
日海口中升捷丰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订车款收款收据1张，收款
收据编号：0003114，金额 5000
元，现声明作废。
▲郑建新遗失海南省文昌市地方
税 务 局 开 具 税 票 一 张 ，金 额
6796.39 元 ，印 刷 税 票 号 码 ：
2014101496274，系统税票号码：
2461500102731290，特此声明。
▲李勇不慎遗失海南闽庄园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3
张 ，收 据 编 号 NOA0001080、
NOA0002112、NOA0001079，声
明作废。
▲邵长栋遗失位于海口市秀英区
长滨东一街1号中弘·西岸首府2
号楼B单元9层902房的不动产
权证书一本，证号：琼(2017)海口
市不动产权第0047846号，声明
作废。

公 告

遗 失典 当

广告

注销公告
三沙永乐永盛渔民专业合作社（注
册号 460600NA000002X）拟向
三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45天内到
合作社办理事宜。

注销公告
海口贵族影视有限公司（注册号
0007546）拟向海口市龙华区工商
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见报之日起45天到本公司
办理相关事宜。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注销土地登记和补发

不动产权证书的通告
海土资秀英字〔2019〕77号

麦发能向我局申请补发不动产权
证书业务。该宗地位于海口市秀
英区长流镇美德村委会美德经济
合作社，面积为 303.91 平方米。
经调查，麦发能持有的海口市集用
（2011）字第030654号《集体土地
使用证》已登报挂失。现我局通告
注销该土地证，上述土地证不再具
有法律效力。凡对此有异议者，请
自通告之日起十五天内向我局秀
英分局提出书面申诉，逾期无异
议，我局将依法给麦发能补发上述
宗地的不动产权证书。特此通
告。2019年2月3日

▲杨树君不慎遗失海南闽庄园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
3 张，收据编号 NOA0002110、
NOA0000792、NOA0000789，声
明作废。
▲杨淑丽不慎遗失海南闽庄园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
1张，收据编号NOA0002761，声
明作废。
▲傅相凯不慎遗失三亚鹿回头旅
游区开发有限公司半山半岛三期
东海湾7-1601房财务收据一张，
编号：0009324, 金额：1200000
元，声明作废。
▲刘凯汇不慎遗失导游证，导游证
号码LQ36172C，特此声明作废。
▲丁木柴不慎遗失海南省保亭县
庄园豪都32栋105号房海南闽庄
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证明
收 据 1 张 ，收 据 编 号 为
NOA0004001，声明作废。
▲宋红红遗失2018届临床学院临
床医学专业本科海南医学院毕业
证 （ 毕 业 证 编 号
118101201805001102）,声明作
废。
▲朱萍不慎遗失座落于海南省乐
东县九所镇龙栖湾国家旅游度假
区4栋1120号的房产证，产权证
号 ：乐 东 县 房 权 证 乐 字 第
SPF201500537号，声明作废。

▲蒋春秀遗失中南西海岸B18-
1- 103 购 房 收 据 一 份 ，编 号
N015.0113292，金额 292747 元，
声明作废。
▲司丹丹遗失中南西海岸B11一
2503 房购房收据一张，编号:
No140063065，金 额:150000 元
整，声明作废。
▲海口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口美兰众强五金店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2460108MA5T0NXN3M，
声明作废。
▲海南唐诚开发实业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600007212736582，
声明作废。
▲黎龙飞不慎遗失儋州恒大滨海
投资有限公司开具的海花岛联销
项目收款专用收据，楼盘名称为恒
大名都，车位号为A175，收据号码
分 别 为 ：HHD2057148（金 额
55000 元）、HHD2057149（金额
630 元）、HHD2057150（金 额
1472元），声明作废。
▲马宝德不慎遗失五指山福安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避暑二期D4栋
205号房的1张客户交房结算收款
单据，收据编号：0002521，金额：
4475元，现声明作废。

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公告类信息：标题（字数在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字数在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买五送二
广告热线：66810111、66810582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新闻大楼1楼广告中心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

海口地区发行站办理《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特区文摘》、《证券导报》、《法制时报》等报刊的征订、投递、零售和会议用报等业务，办理分类广告、夹报广告、旧报回收及其它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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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无关。

海
口
发
行
站

市
县
代
理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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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农场转让或项目合作
联系人:王先生13907585275

注销公告
屯昌鑫禾木苗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91469026793101820A)
拟向屯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债权债务人登报之日起45天
内到本公司办理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华沅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300395174231H）拟向洋浦
经济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
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公告
我院拟对1台锅炉维保服务进行
询价采购，限价3万元/年，有相关
资质单位均可报名，报名截止时间
2019年 2月20日 17：00，联系人
赖助理，电话13976898820。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九二八医院

2019年2月13日

被盗声明
任滨强于2018年9月18日海口市
高登西街新天地门口被盗一辆五
菱荣光V，车牌号：琼A120V8，车
架号：LZW6446JY，发动机号：
LZWADAGAXHE068234。 声
明人：任滨强 2019年2月13日

▲符才传不慎遗失经营性道路货
物运输从业资格证，资格证号：
4690070020008001446，证件流
水号：4600021085，特此声明。
▲梁国栋遗失身份证，证号：
440823198408072419，声 明 作
废。
▲华润水泥（昌江）有限公司金江
粉磨站原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第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公章己破损，声明作废。
▲马宝德不慎遗失五指山福安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避暑二期D4栋
205号房的1张客户交房结算收款
单据，收据编号：0012142，金额：
4108元，现声明作废。
▲海南恒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
码：046001800104；发票号码：
04476231，声明作废。
▲安治化工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已
填开的海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
联及抵扣联）一份，发票代码：
4600163130， 发 票 号 码 ：
07186198，已盖发票章，声明作
废。
▲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
不慎遗失海南国源土地矿产勘测
规划设计院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票联一张，发票号：01625159，
现声明遗失。

▲海南国源土地矿产勘测规划设
计院不慎遗失海南增值税普通发
票 发 票 联 一 张 ，发 票 号 ：
15074114，现声明遗失。
▲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
不慎遗失海南国源土地矿产勘测
规划设计院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票联一张，发票号：05095615，
现声明遗失。
▲海南国源土地矿产勘测规划设
计院不慎遗失海南增值税普通发
票 发 票 联 一 张 ，发 票 号 ：
26170812，现声明遗失。
▲海南时光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信 用 代 码
91460100MA5T1U8R1N不慎遗
失财务章，现声明作废。
▲程彬不慎遗失翡翠花园水云山
庄11栋707房房款收据壹张号码
为：0006157，声明作废。
▲陈柳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为：
460033198809143225，身份证遗
失时间为2019年2月3日，特此声
明。
▲明旭遗失土地使用权证书，证
号：海口市国用（2006）第004781
号，声明作废。
▲曲大远遗失海口市美兰区碧海
大道39号南方明珠海晨园7号楼
3- 201 房 的 房 产 证 ，证 号 ：
HKYL360789，声明作废。

北京时间2月13日凌晨，在欧洲
冠军联赛1/8决赛首回合比赛中，曼
联在主场以0∶2不敌多名大将缺阵的
巴黎圣日耳曼队，代理主帅索尔斯克
亚遭遇执教曼联以来的首场失利。

索尔斯克亚上任后曼联连战连
捷，红魔的球迷也飘飘然了，喊出了在
欧冠中淘汰大巴黎的豪言壮语。但冷
酷的现实狠狠抽了理想一巴掌，同时
也提醒着“魔蜜”：曼联复兴绝非一朝
一夕所能功成之事，道阻且长。

其实不怪球迷膨胀，只要是深爱
曼联的拥趸，都会对去年12月23日
以来发生的事情感到无比振奋：8连
胜，11场各项赛事不败，成功杀入英
超前四；连克热刺和阿森纳，豪门弱队
通吃；进攻回来了，进球回来了，快速
反击风生水起；没有内鬼，没有矛盾，
拉什福德、马夏尔、博格巴们大杀四
方；梦剧场重新成为欢乐的海洋，看台
上端坐的弗格森爵爷乐开了花。

在弗格森门徒索尔斯克亚的身
上，人们看到了老爵爷的影子。随着

胜利一场接一场的到来，“索圣”越来
越像曼联的真命天子，业界与坊间呼
吁他转正，甚至有球迷已经在社交媒
体上预测未来：“26年后，索尔斯克亚
光荣退休！”但莫耶斯、范加尔和穆里
尼奥都没完成的复兴大业，索尔斯克
亚真就能这么轻而易举地做到了？

金元足球打造出的法甲土豪巴黎
圣日耳曼已经跻身欧洲顶级强队之
列，具备冲击欧冠冠军的实力，可以说
是衡量曼联“身份”、“等级”的一个标
准。别说老天没给曼联赢球的机会，
大巴黎绝对主将内马尔和卡瓦尼都伤
了，主力队员穆尼耶也伤了，两队之间
的实力差距看似已经拉平，现在的确
是干掉大巴黎的最佳时机。

结果是，曼联0∶2失利，欧战首次
主场输2球或以上。输球并不奇怪。
事实上，自从2011年欧冠决赛负于巴
萨之后，曼联9场欧冠淘汰赛只赢了
1场。换句话说，红魔在欧冠的光辉
岁月距今已有8个年头，冰冻三尺非
一日之寒。

但索尔斯克亚给出的答案是一场
完败。无论从战术安排、球员发挥、临
场指挥还是换人应变，“索圣”暴露出

“欧冠执教菜鸟”的本色。而在对方缺
少多名大将的情况下，以全部主力出
战的曼联依然无法掌控比赛，攻防两
端都处于下风，整体实力的真实差距
无可奈何地显现出来。

并非指责“索圣”，他已经尽了全
力。还是那句话，曼联复兴还需要时
间，道阻且长。不过也无需因为一场
失利而气馁，索尔斯克亚领导的复兴
之路，至少方向是正确的，至少让球迷
们看到了复兴的希望。 （小洲）

在欧冠1/8决赛中主场0∶2不敌多名大将缺阵的大巴黎

曼联复兴路还长

■ 阿成

曼城在英超第 26 轮中以 6：0 狂
胜切尔西后，在多赛一场的情况下以
净胜球优势力压利物浦，重登积分榜
首。曾经一度看似失去悬念的英超
冠军之争，形势又变得扑朔迷离。

利物浦曾一度势如破竹握有7分
的优势，但在输掉了与曼城的直接对
话后，分差缩小为4分。饶是如此，那
时候大多数人还是看好利物浦。现在
形势似乎逆转了，曼城的夺冠赔率已
反超之前领跑了近两个月的利物浦。

其实利物浦还拥有少赛一场的优势，
不过，第27轮他们要客场对阵近期状
态爆表的曼联，这“预留”的3分恐怕
很难兑现，甚至可能一分未得。

不过，就算下一轮过后曼城与利物
浦依然是同分的局面，也不意味着利物
浦形势堪忧，关键还要看往后的表现。
其实赔率主要是依照近期表现开出的，
曼城近期状态火爆，不仅三连胜，而且3
场打进11球，自然被高看一点。如果往
后两队的状态又出现反转，赔率也会“见
风使舵“。而这种情况并非不可能发生。

其实曼城这几轮的大把进球多

少有些“水分”，6：0狂胜切尔西，主要
还是因为对手的内部矛盾所致。当
然，瓜迪奥拉的足球，流畅度和观赏
性不会打折。其实曼城近期的表现
也有起伏，在三连胜之前，他们还输给
了纽卡斯尔，让人担心好不容易追近
的分差又被拉大。颇具戏剧性的是，
利物浦并没有抓住曼城失手的机会扩
大优势，反而遭遇两连平失分更多。

这正是利物浦让人担心的地方，
人们担心他们在关键时刻又要掉链
子。利物浦本赛季能长期占据榜首，
一个明显的进步是几乎不在弱队身

上丢分。但如今在争冠的关键时刻，
他们却接连战平积分中游的西汉姆
和莱斯特城。从场面上看，这一段利
物浦的表现看起来很沉稳的，但那种
不管不顾狂攻到底的气势少了，进攻
效率也下降了。也许守住优势的念
头，成为束缚利物浦前行的包袱。如
今优势几乎损失殆尽，利物浦是重新
放开手脚，还是患得患失，甚至陷入
慌乱？利物浦主帅克洛普虽然堪称
名帅，但重大赛事夺冠的履历却乏善
可陈。现在，冲刺阶段积分紧咬，可
谓决胜时刻，考验渣叔的时候到了。

英超争冠，利物浦要掉链子？大侃台

据新华社华盛顿 2月 12 日电
（记者王集旻）美国《福布斯》杂志12
日发表的调查报告显示，在NBA球
员本赛季的收入中，洛杉矶湖人队球
星詹姆斯位居第一位，这也是他连续
第五个赛季排名第一。

这份报告称，詹姆斯在2018-
2019赛季的收入约为8870万美元
（1美元约合6.75元人民币），其中大
约3570万美元来自于工资和奖金
等，剩余的5300万美元则来自于广
告收入。排在收入榜第二位的是金
州勇士队的库里，他共赚得7950万
美元，其中工资收入约为3750万美
元，广告收入为4200万美元。

库里的队友杜兰特排在第三位，
他在本赛季赚了6500万美元，其中
来源于工资的收入为3000万美元，

广告收入为3500万美元。俄克拉荷
马雷霆队核心威斯布鲁克排在收入
榜第四位，共吸金5370万美元。休
斯敦火箭队的哈登排名第五，本赛季
收入约为4740万美元。

《福布斯》杂志称，排在前十的球
员收入总和较五年前有大幅上涨。
此外，很多NBA球员的品牌代言费
也较以往有很大提高。

春节假期后，CBA常规赛重燃
战火，2月12日，进行了第39轮的7
场比赛。在两场引人瞩目的比赛中，
领头羊广东队客场104∶110憾负上
海队，无缘12连胜；排名第二的辽宁
队则在没有外援哈德森的情况下，以
111∶99逆转同曦队。

如此一来，广东队战绩变为35胜
4负，辽宁队则是34胜5负，两队只有
1个胜场之差。虽然两队都稳获季后
赛入场券，甚至已提前锁定前四名，但
常规赛冠军还是要尽力争夺的，不仅
关乎荣誉，更重要的是拿到季后赛的
主场优势。此前人们普遍认为常规赛
冠军已成广东队的囊中之物，本轮比
赛过后，冠军之争悬念重生。

与上海队一战，尽管广东队表现
欠佳，但他们并不缺少胜机，也曾握

有领先优势。主力队员任骏飞缺阵、
裁判判罚尺度等因素，或许都能列为
广东队输球的原因，但投射手感太差
显然才是输球的主因。全场比赛广
东队三分球投了27个，仅命中4个，
如此低的命中率，不输球倒奇怪了。
赛后，两队主教练都谈及春节假期对
状态的影响，从投篮命中率上看，广
东队状态恢复显然更慢，这个春节，
他们歇得有点大了。

本周五的第40轮比赛，广东队
将在主场迎战浙江队。浙江队排名
中游有一定实力，更有争夺季后赛
资格的强烈战意，对于广东队来说，
此战并非可以轻易拿下。广东队急
需打醒精神，尽快恢复状态找回手
感，否则，1个胜场的优势可能说没
就没了。 ■ 林永成

《福布斯》公布NBA球员本赛季收入

詹姆斯连续五个赛季排第一
■ CBA常规赛前瞻

广东队急需找回手感

新华社首尔2月13日电（记者
陆睿 王婧嫱）第23届LG杯世界围棋
棋王战决赛第二局比赛13日在位于
首尔的韩国棋院战罢，中国棋手杨鼎
新七段执黑中盘胜时越九段，将比分
扳平。决胜局将于14日进行。

开局杨鼎新执黑先行。双方经过
在左上角的试探后，逐渐形成黑棋外
势对白棋实地的局面。行至93手，黑
棋形势大好，人工智能判定黑棋胜率
近70%。时越此刻仍一直找寻机会，
杨鼎新在中央处理略显放松，局势整
体微妙。不过，至157手时大局已定，
白棋难觅翻盘机会，时越在行至219
手时投子认负。

在11日举行的首局较量中，时越
执黑至261手中盘战胜21岁小将杨
鼎新，先取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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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
时，5次40秒读秒。冠军奖金为3亿
韩元（约合183万元人民币），亚军奖金
为1亿韩元（约合61万元人民币）。

LG杯世界围棋棋王战决赛

杨鼎新扳平比分

杨鼎新（右）与时越在LG杯世界
棋王赛决赛中。 新华社发

海口群文荟萃贺大年活动
在骑楼老街上演

本报海口2月13日讯（记者郭萃）2月13日
下午，2019年海口市龙华区“我们的节日·春节”
群文荟萃贺大年展演展示活动在骑楼老街上演。
现场的非遗民俗展演和快闪文艺表演吸引了千余
名市民游客参与。

当天下午，海口骑楼老街人头攒动，舞蹈快
闪、方言对唱、燃情腰鼓、“维密”走秀接连上演，来
自龙华区的基层群众文化队伍为现场群众带来了
一场精彩的文艺表演。

随后，现场展示椰雕技艺，体验剪纸艺术魅
力，体验传统古法制糖，八音器乐现场演奏，经典的
琼剧演唱互动……各个特色民俗展区内，海南非
遗、民间技艺散发出其独特的文化魅力。海南省剪
纸协会会员董淑华在现场教市民游客剪“福”字及
黎锦花纹图案。她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此次参加非
遗民俗展演活动也是希望能够营造节日喜庆氛围，
同时通过剪纸让更多人了解海南少数民族文化。

此外，在巡游的“七方阵”展区，欢乐巡游的行
列如长龙出海、气势恢宏，一个个展演方阵疏密相
间、风格独特，尽显传统文化魅力。

定安文笔峰新春庙会启动
本报定城2月13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赵

锐）登山望春，朝山祈福，欣赏民俗表演……2月
13日，海南文笔峰玉蟾宫2019年新春庙会活动
启动，吸引近2万人参加。

新春庙会可谓精彩纷呈，市民和游客登山祈
福时，还可欣赏舞狮、舞龙、海南锣鼓、八音演出、
竹竿舞、儋州调声、疍家渔歌等海南各地特色民俗
文化汇演，场面十分热闹。

活动当天，诸多市民和游客趁着景区免费开
放日拖家带口到景区祈福游览。庙会现场不仅有
海南本地人，也不乏来自内地的游客。来自湖南
的游客李林兴奋地说：“我第一次逛海南的庙会，
感觉非常新鲜和有趣。海南锣鼓、海南八音和疍
家渔歌等民俗演出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据介绍，从2006年文笔峰盘古文化旅游区建
成至今，每年正月初九都会举行新春庙会活动，已
经连续举办了14届，成为本地一个重要的新春品牌
活动。如今，每年正月初九到文笔峰参加庙会，已
成为不少海南本地民众以及外来游客春节期间在
海南旅游的新选择。

据统计，当天有近2万人参加文笔峰庙会活动。

陵水将举办
十余场文体活动欢度元宵

本报椰林2月13日电（记者李艳玫 实习生
宿蔓菲）2月13日，海南日报记者从陵水黎族自
治县文体局获悉，2月17日至20日，该县将开展
以“缔造美丽陵水，七遇幸福康年”为主题的元宵
喜乐汇系列活动，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

陵水元宵喜乐汇系列活动包含6场主体活动和
7场辅助活动，其中在该县文化体育广场，2月17日
晚举行启动仪式暨元宵晚会，2月18日晚举行街舞
嘉年华，2月19日晚举行首届乡村广场舞“星光大
道”总决赛，2月20日晚举行迎春音乐诗会。

此外，2月17日至20日每晚，陵水还将在雅
居乐体育广场周边举行琼剧大展演、元宵游园会、
陵水文化精粹互动展、扶贫商品展销、主题灯光展
等活动。各乡镇也将举办篮球赛、足球赛、文艺演
出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

作为此次系列活动的重头戏，陵水元宵晚会将
运用沙画艺术串联整场晚会，将“声－陵水主题曲”

“形－陵水代言人”“意－陵水符号歌舞”进行系统编
排，打造出一场能共鸣、共振、共享的元宵主题晚会。

在与曼联之战中，巴黎
圣日耳曼球员金彭贝和姆巴
佩先后进球。图为金彭贝首
开纪录后庆祝。 新华社发

NBA昨日战报
76人 109∶112凯尔特人
勇士 115∶108爵士
马刺 108∶107灰熊
湖人 113∶117老鹰
魔术 118∶88鹈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