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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供 求

▲临高多文惠梅榨油店遗失税务
登记证正本一本，社会信用代码识
别号:460028197207114421现声
明作废。
▲临高多文惠梅榨油店遗失工商
营 业 执 照 ， 注 册 号:
469028600006070声明作废。
▲儋州那大淿素服装店遗失个体
法人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46900360031442,声明作废。
▲海口房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国瑞城店遗失合同一份，合同编
号：2009390 ，声明作废。
▲海南豪雅旅行社有限公司遗失
旅游经营许可证正本，编号:L-
HAN00452，声明作废。
▲本人肖方坤，不慎遗失儋州中润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2016年1月2
号开具的中国海南海花岛收据一
份。楼盘名称中国海南海花岛，3
号岛252栋103号房，收据编号:
00151173 金额为:56017 元（含
定）。特此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儋州那大淿素服装店遗失税务登
记证（正本）税字号（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340223198305078125B2,
声明作废。
▲文昌文城火蚂蚁鞋店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69005MA5T6R8J5K，声
明作废。
▲黄宁生遗失坐落于海口市龙昆
北路32-8号天骋康都商住楼17
层1703A房的房屋国有土地使用
权 分 割 转 让 证 明 书 ，编 号 ：
201202175，声明作废。
▲本人王恺，不慎遗失儋州信恒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南
海花岛收据一份。楼盘名称中国
海南海花岛，2号岛259栋2011号
房，收据编号:0125161 金额为:
10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俞朝水不慎遗失三亚恒合融医
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三
亚恒大养生谷9-103房交款收
据 一 张 ，编 号 0236840，房 款
1679584元，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洋浦唐钢创鑫贸易有限公司（注册
号2842660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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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福缘锦绣商贸有限公司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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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内到本单位办理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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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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农场转让或项目合作
联系人:王先生13907585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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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秋逸农业设施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16830101，声明作废。

现有海南日报社印刷厂项目将于近期招标，为确保项目招标
过程公开、公平、公正且符合规范，拟向社会公开聘请招标代理机
构。现公告如下：

一、招标人：海南日报社印刷厂
二、代理范围：
(一)报用油墨和PS版招标全过程。
(二)委托代理时限为1年，可根据双方实际情况相应延期。
三、报名条件要求：
(一)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的招标代理机构；
(二)承担过相关招标业务工作，近三年没有不良行为记录的

招标代理机构（需出具三年没有不良行为的承诺书）。
四、报名应提交的材料：
(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二)资质证书；
(三)公司简介；
(四)法人代表身份证明及委托书；
(五)近三年代理过的业绩证明；
(六)代理过程投入人员及其资质；
(七)招标代理工作方案。
(八)招标代理工作收费标准。
五、报名时间、地点、联系方式：
(一)时间：2019年4月8日下午17:30点前。
(二)地点：海南日报社印刷厂大楼五楼材料科办公室。
(三)联系人：潘女士、周先生，联系电话：0898-66810760。

海南日报社印刷厂
2019年4月1日

关于聘请招标代理公司的招标公告

公 告
尊敬的电信电视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9年4月9、12、

16日00:00—06：00分批对华为ITV平台设备进行升级优

化。优化期间，对部分客户观看电信电视有短时影响，重启机

顶盒即可正常观看。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19年4月1日

本报海口3月31日讯（记者王黎
刚）3月31日，2019重庆国际马拉松赛
在重庆南滨公园鸣枪开跑。海南女子马
拉松“达人”、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副教授
张爽荣获中国马拉松大满贯第一赛季大
众组“大众选手赛季优胜奖”第一名。

中国马拉松大满贯是由中国田径
协会创建的中国最高等级的马拉松系
列赛事之一。2017-2018赛季是中

国马拉松大满贯正式开启的第一个全
新赛季，创始成员赛事包括北京马拉
松、广州马拉松赛、重庆国际马拉松
赛、武汉马拉松。

今年48岁的海南选手张爽在系
列赛中发挥出色，2017年，她在北京
马拉松赛上跑出了3小时09分27秒，
在广州马拉松赛上的成绩为3小时
06分35秒。2018年，她在重庆马拉

松比赛中跑出了3小时02分08秒，
在武汉马拉松赛上成绩更进一步，为
3小时01分13秒。最终，张爽以总积
分33分获得大众组女子第一名，并赢
得奖金10万元。

在3月30日举行的中国马拉松
大满贯第一季颁奖盛典上，张爽说：

“中国马拉松大满贯搭建平台让更多
跑者加入跑步健身的行列，让更多跑

者通过竞技比赛不断挑战自我，超越
自我，让更多跑者拥有寻梦、追梦、圆
梦的机会。我深深感悟到马拉松的精
髓，那就是努力、坚持、拼搏、感恩和自
律。我也希望这种马拉松精髓能鼓舞
更多的人不断奋进。”

2013年12月20日，张爽第一次
参加马拉松赛。当时，她在海南儋州
马拉松比赛中跑出了3小时50分37

秒。经过5年多的努力，她的马拉松
成绩缩短了近50分钟。

据省旅文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中
国马拉松大满贯旨在整合中国马拉松
优秀赛事资源，建立健全大满贯会员
服务体系，增加大众跑者的参赛机会，
搭建跑者交流平台，向广大跑者敞开
专业体育竞技的大门，激发广大人民
群众支持和参加马拉松运动的热情。

这名海南女子马拉松“达人”真牛
——张爽获中国马拉松大满贯第一赛季大众组女子第一名

本报营根3月31日电（记者李
梦瑶 通讯员林学健）2019 亚足联
U16女足锦标赛决赛阶段比赛今年9
月将在泰国开踢，海南琼中女足的王
靖怡、王慧敏入选U16国家女子足球
队大名单，黄巧祥、王玲玲入选了

U15国家女足集训队。
王靖怡、王慧敏均于2013年入

选琼中女足，因悟性高、球感好，渐渐
在球队中脱颖而出，参加了不少国内
外比赛。她俩去年就已跟随国家队
参加了不少集训、拉练和比赛，但这

次是她们第一次代表国家队参加国
际赛事正赛。

据悉，王靖怡、王慧敏4月1日起将
前往河北香河参加集训，之后随U16国
家女子足球队赴法国、美国拉练，期间
将参加“蒙太古”杯女足四国锦标赛。

全国女子沙滩排球邀请赛文昌举行

2019年中国青少年足球超级联赛
U13（青超联赛）华南赛区小组赛的比
赛近日结束，海南省足协中海俱乐部
U13队小组名列第3。该队教练周国图
说：“参加这项比赛收获很多，我们以后
还要继续苦练基本功，多参加比赛。”

在小组赛中，海南中海队先后以
1：2和0：5的比分不敌佛山莱仕队和
恒大足校队。这是海南中海U13队
成立一年多以来第一次出岛参加全国
正式大赛。海南中海U13队22名球
员来自海南中学、农垦三小、海口长流
中心小学、陵水光坡中心小学等省内
中小学。周国图认为，这两场比赛对
海南小球员们的锻炼价值极高。赛
前，海南队小球员坐轮渡和汽车，用时
10多个小时才抵达广东三水。他说：

“这是海南队小球员第一次出岛参赛，
旅途劳顿。足球是一项需要吃苦的运
动，这正是锻炼他们的好机会。”

佛山莱仕队和恒大足校队战术相
似，全场紧逼，失球后前锋不惜体能就
地反抢，对这一战术海南中海队球员
有些不太适应。他说：“和佛山队的比
赛输得挺可惜，两队实力差不多，但我
们防守定位球的能力和经验欠缺，被
对手利用两个角球得分。”在这场比赛
中，来自海南中学的陈长宏表现十分
突出，他利用个人突破射门得分。

周国图认为，和广东两支同龄球队
相比，海南中海队的成立时间和训练时

间较短，佛山队成立3年，恒大足校队成
立5年。这两支球队每天训练半天，属
于“半专业”球队。海南中海U13队球
员来自省内3个市县，由于小球员们平
时要在校读书，周国图只能在双休日
把20多名小球员召集到省足协裕东青
训基地训练。他说：“青超联赛水平很
高，参赛机会难得，小球员们和强队过
招，收获不少。这样高水平的青少年比
赛在海南很难有机会举办。”

海南中海队U13队成立后参赛
次数不多，周国图打算从现在开始，每
周力争让球队踢一场11人制的教学
赛，以此增强球员的比赛经验。

海南中海U13队还将招兵买马，省
内适龄球员可以毛遂自荐，周国图特别
需要速度快、防守顽强的边后卫。青超
华南区第一阶段的比赛落幕，紧接着，第
二阶段的主客场比赛将开踢，海南中海
U13队和深圳佳兆业B队5支球队进行
主客场循环赛。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3月31日讯）

海南中海U13队角逐青超联赛收获不少——

勤练技术 争创佳绩

3月31日上午，首届全国女子沙滩排球邀请赛在文昌市举行，12支国内球队参加。最终，山西队和河南队分别
获得了冠军和亚军。 本报记者 袁琛 李佳飞 特约记者 黄良策 摄影报道

中超战报
（第3轮）

江苏2∶1武汉
河北1∶2申花
重庆1∶0深圳
山东4∶2天海

3月31日，在2019年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
卡塔尔公开赛男单决赛中，中国选手马龙以4∶2
战胜队友林高远，夺得冠军。 新华社发

卡塔尔乒乓球公开赛

马龙男单夺冠

获跆拳道德国公开赛冠军

吴静钰两个月内三连冠
据新华社柏林3月30日电 30日，跆拳道奥运

冠军吴静钰在德国汉堡举行的跆拳道德国公开赛决
赛上以17：15战胜俄罗斯选手获得冠军。这是吴静
钰自今年复出以来获得的第三个国际比赛冠军。

2016年里约奥运会意外折戟后，吴静钰一度
退役，并于2017年7月26日顺利产女，升级为母
亲。出于对跆拳道项目的热爱，她在生完宝宝半
年后就恢复了训练，先后于2月3号和2月28号
在富查伊拉公开赛、世跆联总统杯中获胜。

然而复出之路并不平坦：3月8日，吴静钰在
训练中左脚踝意外扭伤，无法行走，考虑到本月即
将进行的比赛以及5月份将参加的跆拳道世锦
赛，国家跆拳道队主教练、中国跆拳道协会主席管
建民果断决定：放弃中旬举行的比利时公开赛，采
用保守治疗的方式配合加压训练进行康复。

康复过程非常难熬，但效果显著，吴静钰一周
后脚踝基本消肿并能进行慢走，德国公开赛前三
天重返训练场。比赛中，吴静钰采取保守打法，首
场比赛以14∶3战胜奥地利选手，第二场对阵德国
本土选手，以22∶8获胜，第三场比赛以24∶2战胜
哈萨克斯坦选手，第四场比赛对手弃权，最终在决
赛中拿到自己在两个月内的第三个冠军。

海南琼中女足四名小将入选国少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