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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纽约4月10日电（记者
潘毅）中国女篮中锋韩旭和李月汝在
10日晚于纽约举行的WNBA2019选
秀大会上分别被纽约自由人队和亚特
兰大梦想队选中，成为继郑海霞之后
通过选秀登陆WNBA的第二和第三
名中国女篮队员。

参加本年度选秀的共有53名候
选队员和全部12支WNBA球队。选
秀分三轮，每轮每支球队按签位顺序
挑选一名球员。韩旭在第二轮第二顺
位（总14顺位）被上赛季排名第11的
纽约自由人队挑走。李月汝在第三轮
第十一顺位（总35顺位）被上赛季亚
军亚特兰大梦想队选中。

受邀盛装出席选秀大会的韩旭在
中选后激动落泪。她对记者表示，她
父母给她看了国家女篮主教练许利民
发来的视频，令她想起往日的很多甜
酸苦辣。

出身于篮球世家的韩旭身高2.07
米，毕业于清华附中，2018 年加入
WCBA的新疆天山队，赛季平均每场

得到15.9分、8.9个篮板，入选全明星
首发。在2018年的女篮世界杯上，中
国女篮在小组赛中遭遇美国队，最终
虽以88比100落败，但韩旭个人砍下
20分，在国际高水平赛场上一战成名。

“我练篮球已经10年了。从小就
比同龄人高出许多，再加上父母的熏
陶，我很早就觉得这辈子跟篮球结缘
了。”韩旭笑着说。“我曾想用三年时间
打入WNBA，但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
么快。为此我要感谢我的父母、许指
导、中国篮协、还有我曾效力的所有球
队的队友，他们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谈到这次选秀，韩旭说：“我并不
在乎我会在第几轮被选中，重要的是
我能在最高水平的赛场上打球了。我
会竭尽全力。”

谈到纽约自由人队，韩旭说：“在
这，我的熟人是蒂娜·查尔斯，我们曾
在WCBA的赛场上较量过。面对新
的环境，我会尽力去适应。”

由于日程安排，李月汝没到选秀
现场。

韩旭、李月汝通过选秀大会分别被纽约自由人队和亚特兰大梦想队选中

中国女篮两大中锋登陆WNBA

上赛季效力于WCBA广东女篮，场均可以得到
18.5分10篮板。她帮助广东女篮夺得了上赛季WCBA
总冠军，并被评为总决赛MVP。

毕业于清华附中，2018年加入WC-
BA的新疆天山队，赛季平均每场得到15.9
分、8.9个篮板，入选全明星首发。

这体现了中国女篮近几年来良好的上升势头。
他说：“这种现象说明，中国女篮有了新气象、新希望，
年轻球员的成长和进步得到了国际篮坛、WNBA的
关注，她们身上也蕴含着巨大的潜力。在亚运会和世
界杯上，年轻球员担当的新一代国家女篮让人们看到
了积极、健康、顽强拼搏的精神状态。”

她俩加盟WCBA 后，国家队只得从国奥队
临时抽调球员以保证训练。尽管这给训练带来
了一定的影响，但许利民仍表示举双手支持这些
球员冲击WNBA。“她们到世界赛场去历练，眼
界、心理、视野肯定会比国家队强。”许利民说：

“把她们送到最高殿堂，这是我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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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冠战报
（8强赛首回合）

曼联0：1巴萨

阿贾克斯1：1尤文

NBA季后赛对阵
（西部）

勇士VS快船

掘金VS马刺

开拓者VS雷霆

火箭VS爵士

（东部）

雄鹿VS活塞

猛龙VS魔术

76人 VS篮网

凯尔特人VS步行者

第二届全国青运会足球预赛和
全国青少年超级联赛（华南赛区）分
别在广东和内蒙古举行，海南省足协
中海俱乐部队尽管成绩平平，但海南
的小球员在比赛中展示出了敢打敢
拼的精神风貌。U12队的王泽炜、陈
信舟和U15队的张祖民“崭露头脚”，
成为球队的“顶梁柱”

在第二届全国青运会足球预赛
五人制足球社会俱乐部男子12岁至
13岁组比赛中，海南中海U12队的
王泽炜、陈信舟在比赛中均有进球，
为球队进入第二阶段的比赛立下战
功。司职前卫的王泽炜就读海口市
二十五小六年级，是海口市二十五小

的大队委。3年前他喜欢上了足球，
经过苦练，他被评为2018年海口市
校园足球联赛的优秀球员和2018年
全国青少年冬训足球邀请赛的青训
之星。入选省足协梯队后，他进步较
快。去年，王泽炜随队前往波兰参加
友谊赛。和足球强国的同龄人同场
竞技，他感受到了差距。“人家比我们
跑得更快，技术比我们更熟练，真值
得我们学习。”他说。

司职前锋的陈信舟在二青会预
赛小组赛第三场对阵广东新安队的
比赛中踢进了第一球，为球队吹响了
得胜号角。“陈信舟的进球提升了队
友们的士气，为球队战胜对手吃了定

心丸。”教练许耀麟说。陈信舟就读
于农垦一小六年级，3年前开始踢
球，2018年，他参加了全国U11队的
选拔赛。陈信舟的梦想是长大后成
为一名出色的职业足球运动员。

U15队是海南省足协中海俱乐
部中年龄最大的梯队，张祖民是海南
中海俱乐部中唯一一个入选过U15
国字号集训队的球员。司职前卫的
张祖民就读于海南中学。在全国青
超联赛（华南区）U15的比赛中，他攻
破了中超梯队深圳佳兆业队的球
门。张祖民速度快、身体强壮，个人
突破能力不俗。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4月11日讯）

在全国青少年足球比赛中表现不俗

海南足球小将“崭露头脚”

全国田径大奖赛肇庆站结束

海南队周晶晶
夺女子七项全能冠军

本报海口4月11日讯 （记者王黎刚）2019
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一站（肇庆站）近日收兵。3
名海南女子七项全能选手进入了前8名，其中，
周晶晶以5271分夺得女子七项全能冠军，并达
到健将等级。

海南选手王慧琼获得女子七项全能第4名，
陈佩佩获得女子七项全能第7名。全国田径大奖
赛是我国田径项目水平较高的全国性赛事之一，
肇庆站是今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一站，有来自中
国各省市、自治区、解放军、行业体协及体育院校
的37个代表队超过2000人参赛。赛事竞赛项目
包括男子23 项、女子24项以及男女4×400混
合接力比赛。

周晶晶来自陵水，12岁入选陵水体校，14岁
加入海南省田径队。她曾代表中国队出征亚洲少
年田径锦标赛，并夺得女子七项全能金牌。

CBA半决赛战报
新疆109：100辽宁

（注：新疆队总比分2：0领先）

据新华社新加坡 4 月 11 日电
（记者王丽丽）在11日举行的2019新
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女单16强比赛中，
中国奥运冠军李雪芮16：21和18：21
不敌队友蔡炎炎出局。

李雪芮10日21：13、21：16战胜
日本选手高桥沙也晋级16强。蔡炎

炎以两局都是21：11的成绩战胜中国
台北选手江颖丽晋级16强。

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由新加坡羽
毛球协会主办，9日起在新加坡室内
体育馆开打，决赛将于14日举行，总
奖金额35.5万美元。这一赛事是汇
丰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的一站。

李雪芮止步新加坡羽球赛16强

据新华社东京4月11日电 第一
届中日韩龙星战11日在日本东京开
赛，首场比赛中，日本棋手一力辽八段
执白198手战胜中国棋手柯洁九段，
率先进入13日的决赛。

第一届中日韩龙星战由日本围棋将
棋频道主办，柯洁、一力辽、金志锡作为
中日韩三国2018年各自的龙星战冠军
参加本届比赛。本次比赛冠军可获得
奖金5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0万元）。

首届中日韩龙星战开赛

广告

4月8日，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南国宝宝联合主办的佳
贝艾特杯·第十一届南国宝宝大赛初赛投票结束，参赛家庭共
1354组，累计投票522844票，访问量1676172人次，最终角
逐出投票排行前八名的宝宝进入总决赛。

南国宝宝大赛自开赛以来就饱受关注，截止投票结束前
最后一小时，大赛投票排名每一秒都在发生变化，竞争非常激
烈。参赛家庭争分夺秒拉票，南国宝宝工作人员也时刻关注
赛程，为拼命追击的参赛者捏一把汗，直到最后一秒，总决赛
八名晋级者才得以确立。激烈的初赛已经结束，更刺激的还
在后头！南国宝宝大赛总决赛将于4月20日下午三点在海南
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式大厅、2019海南国际孕婴童产业博览会

暨首届南国宝宝“亲情节”现场开启！
除了南国宝宝大赛，2019海南国际孕婴童产业博览会暨

首届南国宝宝“亲情节”现场更是惊喜多多，十大主题活动精
彩纷呈，全场特卖1-3.9折，“孕”、“产”、“养”、“教”、“乐”一站
逛齐，更有价值1388元入门大礼包等你来取！

南国宝宝“邹年庆”、“戴金券”、“斐大奖”还将一起为南国
宝宝亲情客户奉献一份促销大礼！周年庆献给大家的礼物是
3送1，代金券献给大家的礼物是抵现金，飞镖大奖献给大家
的好礼是价值20000元快乐之旅！

4月20日至4月2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亲子狂嗨3
天，更多详情请关注“南国宝宝母婴”微信公众号！

“邹年庆”、“戴金券”、“斐大奖”喊你来观展啦！

海南银湾旅游房产投资有限公司：
自2010年11月与贵司正式签订昌江银湾国际花园项目（现名为银湾天麓和银湾美高梅酒店）合作协议以来，我司

就该项目工程建设进度、贵司重大事项变更调整及对我司的履约行为等问题，先后多次致函贵司进行质询和诉求。对于
我司历次送达的书面函件，贵司虽未给予书面回复，但双方负责人（委托人）多次的电话联系和见面沟通，表明贵司收到
并理解了我司所有函告内容。

贵司对于我司的合理诉求推诿拖延，至今未对我司履行协议约定之房产分配的义务。我司坚持真诚为本的态度，期
待以友好方式协商解决问题。望贵司珍惜机会，切实重视我司的反复函告及沟通诉求，抓紧前来海口与我司（委托人）协
商并履行相关协议约定，否则，我司将依法捍卫自身所有协议权益。

特此通知。
海南七彩温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二0一九年四月十二日

通 知

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规定，现将

海南省福利彩票2018年度发行销售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单位：万元

海南福利彩票“3D”游戏奖池资金余额为 21.96

万元,调节基金余额为258.99万元；全国联销统一派奖的

“双色球”、“七乐彩”、“中福在线”奖池余额和调节基金余额

由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统一管理并公告。

特此公告

海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9年4月12日

彩票品种
双色球
七乐彩
3D游戏
快2游戏
中福在线
即开票
快乐三宝
合计

销售金额
29204.27
205.04
1273.34
64134.42
45307.49
1406.06
266.20

141796.82

中奖金额
12194.33
195.32
756.92

43407.68
28684.13
913.94
171.96

86324.28

弃奖金额
421.36
2.59
7.50
16.62

0.45
448.52

筹集公益金（含弃奖金额）
10934.90
78.46
440.44

12843.50
9967.65
281.21
53.68

34599.84

海南省福利彩票2018年发行销售有关
情况公告

二、联系方式
网址：http://jy.hainnu.edu.cn
微信公众号：
订阅号：海南师大招生就业（hnsdzsjy）
服务号：海南师范大学就业平台（hnsdjypt）
联系人：张老师

电话：0898-65889490
在线QQ：3034837866（海南师大毕业生就业市场）
地址：海口市龙昆南路99号海南师范大学黄华康体育馆二

楼 招生就业处
邮编：571158
欢迎用人单位来我校选聘毕业生！

场次
2019届毕业生供需洽谈会（综合场）

2019届传媒类毕业生专场

2019届艺术类毕业生专场

2019届毕业生供需洽谈会（桂林洋校区场）

2020届毕业生实习专场招聘会

2020届旅游与酒店管理类毕业生实习专场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2020届毕业生实习专场

经济与管理学院2020届毕业生实习专场

第三期教育行业专场招聘会

备注：单个用人单位宣讲会不在以上安排内，由用人单位与学校招生就业处或学院商定。

时间
4月21日上午9点

4月26日上午9点

5月7日上午9点

5月10日上午9点

9月21日上午9点

10月（具体时间待定）

11月（具体时间待定）

11月（具体时间待定）

12月21日上午9点

地点
龙昆南校区黄华康体育馆

桂林洋校区就业创业服务中心

桂林洋校区就业创业服务中心

桂林洋校区就业创业服务中心

龙昆南校区黄华康体育馆

龙昆南校区黄华康体育馆

桂林洋校区就业创业服务中心

桂林洋校区就业创业服务中心

龙昆南校区黄华康体育馆 海南师范大学就业平台

海南师范大学应届毕业生就业洽谈会通告
海南师范大学是省部共建高校、海南省重点大学，是中宣部批

准的首批部校共建新闻学院高校，是卓越师资、高级专门人才重要
培养基地，被誉为“琼岛名校，教师摇篮”。学校现有21个学院（其
中本科教学学院19个），65个本科专业，4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
科，16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9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形成
了学士、硕士、博士完整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师范与非师范
性专业协调发展、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存的发展局面。

学校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高度重视并举全校之力推进学
生就业创业工作。学校是“全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
校”，获得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银奖”一项，先后
有5名学生摘得“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2个学生科研团队获

评“小平科技创新团队”。近三届全国“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中，累计获得二等奖3项、三等奖6项、累进创新银
奖1项、铜奖1项，两次获得“高校优秀组织奖”。近4年毕业生初
次就业率保持在92%以上，均居于海南省公办本科高校第一，就
业质量稳步提升。学校荣获2016－2017年度海南省普通高等
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评估A等级称号，是唯一获此殊荣的公办
本科院校。

学校打造了完备的线下线上校园招聘平台，积极为用人单位
选聘毕业生提供便捷、周到、免费的招聘信息发布、专场宣讲、供需
洽谈等服务，现将2019年应届毕业生就业洽谈会安排通告如下：

一、就业洽谈会安排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税一稽告[2019] 34号

海南五指山黎乡有机野山鸡股份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9146000077429767XE，法定代表人：王平）：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

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事项通知书》（琼税

一稽通〔2019〕49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

《税务事项通知书》的主要内容：

经我局对你公司2014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涉税

情况进行检查，发现你公司在2015年7月至2016年12月期间向五

指山市农业局、五指山市畜牧兽医局、保亭县畜牧兽医与渔业局、三

亚胜意海景酒店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存在虚开发票的违法行为，

请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10日内到我局进行陈述、申辩或自

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或者向我局提供能证明你公司与五指山市

农业局、五指山市畜牧兽医局、保亭县畜牧兽医与渔业局、三亚胜意

海景酒店实际发生货物销售业务真实性的有关证据。逾期不进行

陈述、申辩、提供有关证据的，视同放弃权利。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4月12日
联系人：张豪、蔡燕雄

联系电话：0898-66770337

地址：海口市华信路5号税务大厦903室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税一稽告[2019]35号

海 南 百 泰 升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460100MA5RGRXH0M，法定代表人：李春淼）：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

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事项通知书》（琼税

一稽通〔2019〕50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

《税务事项通知书》的主要内容：经我局对你公司2017年5月9

日至2017年12月26日的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发现你公司在2017

年5月9日至2017年12月26日期间向东莞市凡烁尔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深圳市辉盛强科技有限公司等6户企业共虚开164份增值税

专用发票，发票金额15,432,782.95元，发票税额2,623,573.65元，

价税合计金额18,056,356.60元。请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

10日内到我局进行陈述、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或者向我

局提供能证明你公司与东莞市凡烁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辉

盛强科技有限公司等6户企业实际发生货物销售业务真实性的有关

证据。逾期不进行陈述、申辩、提供有关证据的，视同放弃权利。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4月12日
联系人：张豪、蔡燕雄

联系电话：0898-66770337

地址：海口市华信路5号税务大厦903室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税一稽告[2019]36号

海南泽栋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60300MA5RC4CT02，

法定代表人：覃贵晚）：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

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事项通知书》（琼税一

稽通〔2019〕51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税务事项通知书》的主要内容：经我局对你公司2015年10月

29日至2017年3月31日的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发现你公司在2015

年10月29日至2017年3月31日期间向深圳市宽达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达触控有限公司共虚开19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金额合

计1,247,623.68元，发票税额合计212,096.03元，价税合计1,459,

719.71元。请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10日内到我局进行陈

述、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或者向我局提供能证明你公司

与深圳市宽达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科达触控有限公司实际发生货

物销售业务真实性的有关证据。逾期不进行陈述、申辩、提供有关证

据的，视同放弃权利。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4月12日
联系人：张豪、蔡燕雄

联系电话：0898-66770337

地址：海口市华信路5号税务大厦910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