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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人流
量达90多
万次

2019嗨跑节岛外参与者平均逗留时间为5.45天

岛外参与者人均日消费额为 1196.75元

2019嗨跑节为海南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为6.83亿元
其中为旅游业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为5.21亿元

线下参与人流量约为 15.24万人

岛内人流量近8万人次

岛外为 7万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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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的光辉岁月，曾经积

贫积弱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飞跃。在这样一个特殊年份，我们不能忘记有这样一群人，他

们驻守在祖国南端的海岛，用无声的行动为“保家卫国”四个

字留下了光辉的注脚。

时值国际劳动妇女节期间，三沙市妇联为丰富驻岛官兵、

渔民的文化生活，举办了第一届“三八”节文艺晚会。

晚会筹备组精心准备了9个节目，不仅有传统的歌唱、舞

蹈和朗诵，更增加了新意十足的旗袍秀、黎韵秀和本土特色浓

郁的广场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招商银行海口分行作为协办银行，全程参与了晚会的筹办，并

挑选了5名女员工同驻岛干部群众代表一起献上了一首诗朗

诵《我和我的祖国》。在祖国南端，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岗位，

不同年龄的二十位表演者用动情的声音歌颂祖国、赞美三沙，

将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

晚会结束后，招商银行海口分行的理财专家还为岛上官

兵、军嫂、渔嫂们带来了一场理财知识宣讲会，帮助妇女朋友

们了解理财知识，懂得理财方式，用自己的知识、合法的手段

去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助力三沙市妇联更好地保障妇女群

众的利益。

招商银行海口分行用专业的素养、周到的服务，全情参

与到此次活动中，得到了三沙市妇联和驻岛官兵、群众的高

度评价。招商银行海口分行自2012年成立以来，一致秉承

“源于社会、回报社会”的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积极参与省内

公益事业，将社会责任理念延伸至扶贫、教育、环境保护等

众多领域，朝着打造最佳客户体验银行的目标不断前进。

绽放在祖国南端的金葵
——招商银行海口分行联合三沙市妇联举办“三八”文艺晚会

供 求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海口龙华鸿达运帆布店不慎遗
失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社椰海分
社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为 ：
J6410018709901，声明作废。
▲艾轩宇不慎遗失海南省住宅专
项维修资金专用收据一张，编号：
0304451，特此声明。
▲宁波德威工程造价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海南分公司遗失海南增值
税 普 通 发 票 ，发 票 代 码 ：
4600164320，号码：01097097，声
明作废。
▲三亚市海棠湾水稻国家公园开
发有限公司遗失海南增值税专用
发票，发票代码：4600163160，发
票号码：01002361，声明作废。

大型农场转让或项目合作
联系人:王先生13907585275

遗失声明
吉承辉因保管不善，将昌江林证字
（2008）第 018462号《林权证》证
书遗失，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
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
请补发，现声明该林权证书作废。

声明人：吉承辉
2019年03月11日

▲杜成建遗失土地证，证件编号：
海口市国用（2010）第003563号，
声明作废。
▲海口琼山六灶兴快餐店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本 ，证 件 编 号 ：
460107611228741 1-1，声明作
废。

公告
本人在陵水黎族自治县县城北斗

东二路二巷有一块贰佰四十平方

米土地，该地块与李明忠、郭陈荣

相邻。在发放土地使用证时，登记

证书上错写成“洪德辉”，即该土地

使用证陵国用（陵城）字第05459

号的土地使用者“洪德辉”实为“洪

德威”，有异议者请自本公告登报

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材料

递交至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公

证处，特此声明。

洪德威

注销公告
海南鑫江龙茧丝绸有限公司拟向海
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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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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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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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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200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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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天骅遗失海南番加省级自然
保 护 区 管 理 站 ， 编 号
B460800662666号林权证，证号:
儋府林证字《2014》第000040号;
特此声明。
▲定安汇发汽车维修有限公司遗
失由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银行开
户 许 可 证 一 本 ，核 准 号 为 ：
J6410017746801，声明作废。
▲定安正兴达物流配送有限公司
遗失由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银行
开户许可证一本，核准号为：
J6410017035701，声明作废。
▲艾轩宇不慎遗失税收完税证明
（契 税），编 号 ：（141）琼 地 证
00068633，特此声明。

▲海南德誉兴投资有限公司遗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开发企业
暂定资质证书正副本，证书编号：
海建房开暂字【2018】第224号，本
证有效期至2019年 08月 15日，
特此声明作废。
▲海口美兰曾繁辉美食店遗失营
业执照副本一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60108MA5T64DA0H，声
明作废。
▲陈泽奋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460022198811302118，特 此 声
明。
▲庄少惠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469005199111190342，特 此 声
明。

诚邀合作伙伴
我司主营中成药、化学原科药及
其制剂、抗生素原料药及其制剂、
生化药品销售、医疗技术培训、咨
询业务。现因公司发展需要，欢
迎业内合作伙伴加盟重组，共创
未来。具体合作方式另议。联系
人：周先生 021-54036970 汪
先生 021-54035235

海南华山康健医疗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海南省澄迈县金城大楼权益的招商公告
我司受有关单位委托，拟转让海南省澄迈县文明路金城大楼

（一幢六层）的房产权益。本次交易对象（以下称“投资人”）须为具
有相应购买能力的、在中国境内外注册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企
业或其他经济组织或自然人。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投资人不得为下列人员：国家公务员、金
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及其分支机构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本次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和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
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与参与本次交易的相关国有企业
债务人及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任何对本资产处置项目持有异议者均可提出意见和/或异议。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本公告有效期为本公告登报即日起十个工作日止。
本次交易的联系人：孙先生 联系人：袁先生
联系电话：0571-87229633 联系电话：0571-87203290
举报电话：0571-87203297 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特此公告。

浙江融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1日

公 告
罗玮歆、白振东同志：

因你们连续旷工，其中：罗玮歆（460007198308070053）自
2019 年 2 月 1 日起至今连续旷工，至今未返回单位；白振东
（41142419930723003X）自2019年1月1日起至今连续旷工，至
今未返回单位。经单位多种方式与你们本人或家属联系，你们始
终未返回单位。已违反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有关规定和单
位的规章制度，单位现以登报的方式郑重通知你们：

1.限你们在本公告见报后15天内到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
车务段人事劳资科报到，向组织说明旷工原委，接受组织的处理。

2.如不在本公告限定的时间内到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车务
段人事劳资科报到，单位则依法与你解除劳动合同。

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车务段
2019年3月11日

本报三亚3月10日电（记者徐
慧玲）3月10日上午，2019海南（三
亚）国际马拉松赛在三亚美丽之冠开
跑，赛事吸引了近30个国家和地区
近1.7万名选手报名参赛。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角逐，来自肯
尼亚的选手基比特以2小时24分58
秒的成绩夺得全程马拉松男子组冠
军，中国选手王涛获得亚军。全程马
拉松女子组赛程中，肯尼亚选手奥马
里以2小时57分45秒的成绩夺得桂
冠。中国选手边岐以1小时9分59
秒的成绩获得半程马拉松男子组冠
军，肯尼亚选手恩杰里获得半程马拉

松女子组冠军，中国选手刘超和肯尼
亚选手恩杰里获得情侣跑冠军。

据介绍，今年的马拉松赛事延续
“与三亚共奔跑”的主题，加大“体
育+旅游”的融合力度，共设全程马
拉松、半程马拉松、迷你马拉松和情
侣跑4个项目，起点设在三亚美丽之
冠（东门凤凰路）。迷你马拉松终点
设在金鸡岭街，半程马拉松的终点
设在天涯海角游览区，全程马拉松的
终点则在海月广场，全程赛道途径天
涯海角游览区、椰梦长廊等，让跑友
们在比赛过程中能感受到迷人的热
带滨海城市风光。

为全力保障本届赛事顺利进
行，今年马拉松赛事增加了食品补
给站、降温点、医疗点的数量。在起
点终点均配备了大型医疗点，沿途
设置 23 个医疗点、25 辆救护车，
配备了 76 台的移动 AED 设备，
共有 230 名医护人员、600 名医疗
志愿者以及2000余名高校志愿者
参与本次赛事服务保障工作，同时
还配备了88 名急救跑者陪跑，为选
手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2019海南（三亚）国际马拉松开跑

肯尼亚选手包揽“全马”男女组冠军

本报三亚3月10日电（记者徐
慧玲）3月10日，随着2019海南（三
亚）国际马拉松顺利完赛，以及马拉
松半程、全程及嗨跑节团战颁奖仪式
结束，2019嗨跑节全部线下活动也
正式落幕。据统计，3月2日至10日
8时，2019嗨跑节线上线下参与人次
超过90万。

据悉，2019 嗨跑节作为 2019
海南（三亚）国际马拉松首次打造的

亮点活动，以海南（三亚）国际马拉
松、海口马拉松双赛事为核心，整合
了体育、旅游等多方资源，同时融入
文化、民俗等多样元素，推出海南热
带雨林溯溪挑战赛、2019嗨跑节马
拉松与旅游产业论坛等一系列的精
彩活动。

同时，此次活动通过为跑者及其
家人朋友打造酒店、景区、专属旅游
产品等全方位服务，丰富了2019海

南（三亚）国际马拉松赛事本身的体
验，更以“体育+旅游”的创新性方式
助推海南的经济活力。

据上海运动与健康产业协同创
新中心体育赛事评估团队统计，参与
2019嗨跑节的人群规模初显，引流
效果明显。3月2日至10日8时，线
上线下参与人数达90多万人次，其
中线下参与流量约为15.24万人，其
中岛内流量近8万人次，岛外为7万

余人次。
数据显示，2019嗨跑节岛外参

与者平均逗留时间为5.45天，较岛外
马拉松赛事平均水平高出90.89%，
岛外参与者人均日消费额为1196.75
元，较岛外马拉松赛事平均水平高出
24.02%。值得一提的是，2019嗨跑
节为海南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为
6.83亿元，其中为旅游业产生的直接
经济效益为5.21亿元。

本报三亚 3月 10 日电 （记者
王黎刚）第十届环海南岛国际大帆
船赛OP帆船邀请赛暨2019年梅沙
教育全国青少年帆船联赛三亚站
和 Hobie16 全国帆船精英赛 3 月
10 日在三亚收兵。获得Hobie16
全国帆船精英赛亚军的香港帆船协
会主席唐成说：“海南是个玩帆的好
地方，三亚的沙滩、风力资源丰富，
而且作为旅游胜地，聚集了非常高
的人气。”

在唐成看来，受地理空间所限，

帆船运动所需的码头等配套设施在
香港已接近饱和。海南海口、三亚等
城市地理位置优越，帆船游艇码头等
设施已经越来越完善，未来由政府发
起，社会组织的帆船比赛会越来越
多。海南举办OP级帆船比赛的次数
越来越多，促进了帆船运动的发展。
Hobie16作为世界产量非常大的双
体帆船，能从沙滩直接下水，无需码
头，无动力，清洁环保。中国Hobie
级别协会会长丁正航说，Hobie16帆
船是很多帆船爱好者的的“第一艘帆

船”，它无论从操作上、性能上、经济
上来说都有其独特优势。这次与海
帆赛合作正是看中海帆赛在中国和
亚洲的知名度，未来Hobie16会继
续积极参与海帆赛，共同助力中国帆
船运动发展。本次OP 帆船邀请赛
暨2019年梅沙教育全国青少年帆船
联赛三亚站分为U10女子组、U10男
子组、U12组、U15组。

本次比赛由中国帆船帆板运动
协会、环海南岛国际大帆船赛组委会
主办。

海帆赛OP帆船邀请赛及Hobie16全国帆船精英赛三亚收兵

参赛选手赞海南是个玩帆的好地方
本报海口3月10日讯（记者王黎

刚）经过一周的角逐，2019年全国射箭
分站赛（澄迈站）比赛10日结束。本次
比赛吸引了国内22个省市近300名男
女射箭选手参赛。

在率先结束的反曲弓项目比赛
中，山东选手丁立业、赵雪寅、王宝斌
包揽了男子反曲弓个人淘汰赛前3
名。福建队的李晶炜获得女子反曲弓
个人赛冠军，吉林队的王莉、宁夏队的
杨美怡获得亚军和季军。山东队、内
蒙古队和福建队获得了反曲弓男子团
体淘汰赛前3名。广东队、新疆队和

山西队获得了反曲弓女子团体淘汰赛
的前3名。上海队夺得反曲弓混合团
体赛冠军，广西队和广东队分获亚军
和季军。

在10日结束的复合弓决赛中，四
川队、开封队、湖州队分获复合弓混合
团体赛前3名。湖州队的周佳敏、开封
队的张月、四川队的罗沙分获复合弓
女子个人淘汰赛前3名。开封队的孙
英杰、陕西队的秦浩、湖州队的陈俊祥
分获复合弓男子个人淘汰赛前3名。
开封队、河北福建联队、香港卓山射箭
会分获复合弓团体淘汰赛前3名。

2019年全国射箭分站赛（澄迈站）结束

山东箭手包揽男子反曲弓前3名

2019嗨跑节落幕

线上线下参与人次超过9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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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2：1天海

申花 1：2河北
武汉 1：0人和

短道速滑世锦赛男女500米

武大靖和范可新夺银
新华社索非亚3月9日电 （记者战小漪）9

日，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举行的2019年短道速
滑世锦赛上，中国队选手武大靖、范可新分别摘得
男、女500米银牌。

男子500米决赛中，经四次发枪，平昌冬奥会
该项目冠军武大靖以42秒725秒的成绩夺得银
牌，韩国选手黄大宪以42秒490获得金牌，另一
名中国队选手任子威名列第三。

女子500米决赛中，范可新同样收获银牌，成
绩是43秒 427。金牌被荷兰选手劳拉以43秒
267的成绩夺得。荷兰名将舒尔婷位居第三。

在当日上午进行的男、女1500米决赛中，韩
国选手林孝俊和崔敏静分别夺冠。

中国短道速滑队领队杨占宇在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表示，虽然距北京冬奥会还有3年时间，
但中国队已经开始全力备战冬奥会。本届世锦
赛，中国队派出武大靖等优秀选手参赛就是为了
锻炼队伍，积累大赛经验。

10日是赛事收官日，将决出男、女1000米和
接力比赛的冠军。

➡ 肯尼亚选手奥马里冲线瞬间。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图为选手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3月10日，在英国伯明翰进行的2019全英
羽毛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陈雨菲以
2：0战胜日本选手奥原希望，晋级决赛。

图为陈雨菲在获胜后庆祝。
新华社发

陈雨菲晋级
全英羽球赛女单决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