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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祥隆船务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海安长城实业有限公司2018年8月19

日9:30分在海口星海湾豪生大酒店阿拉斯加会议室召开了临时股东会，股东

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七条“有限责

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

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

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作出了股

东会决议，解除了本公司股东李景欣的股东资格，该股东会决议已生效，现李景

欣已不是海安长城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李景欣今后以本公司名义发表的任

何声明均属无效，其做出的任何行为，均与本公司无关，由其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海安长城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祥隆船务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5日

公 告

海南铜锣湾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中国烟草总公司海南省公司委托,我司定于2019年4月 26 日

上午10：00在我司拍卖大厅按现状公开拍卖琼AE2530日产尼桑等5
辆旧机动车（详细资料请扫下方二维码），竞买保证金：5000元/辆；

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日前一天止；展示地点：海口市
红城湖路120号中国烟草总公司海南省公司停车场；

特别说明：1、竞买人应须照《海南省小客车保有量调控管理办法
（试行）》的规定取得指标，或具备车辆登记管理部门转移登记的条件
（登录www.hnjdctk.gov.cn查询）；2、过户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
过户发生税费均由买受人自行承担。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4月
25 日17：00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以保证金到账时间
为准），报名请携带身份证、汇款凭证、海南省小客车增量指标证明文
件等。开户名：海南铜锣湾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中行海口海甸五
西路支行，账号：267505744781。

联系电话：0898-31302088、
13637647779、15108935980

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1号景瑞大厦A座21层
网址：www.tlwpm.com

全 国 青 年 文 明 号 中 国 AAA 级 资 质 拍 卖 企 业
ISO9001-2015 认证企业 海南省品牌创建示范企业

铜锣湾拍卖二维码

海南元宏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2018）海南儋法委187号

受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司对涉案财产进行公开拍卖：
位于白沙县牙叉农场四队28305m2工业用地使用权[证号：白国用
（1996）第53号]及地上建筑物，整体参考价：500万元，竞买保证金50万
元。现将第三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9年04月30
日上午10：30；2、拍卖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

服务中心）；3、标的展示咨询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9
年04月29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4、收取竞买保证金
时间：以2019年04月26日17：00前到账为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
名称：儋州市人民法院；开户行：儋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账号：
1010888390002698。6、缴款用途须填明：竞买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
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标的物按现状净价拍卖，买受人承担一切税
费。拍卖机构电话：0898-66512838 、66503148、13086089366；法
院监督电话：0898-23889105

逸龙广场项目建筑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逸龙广场项目位于海口市金龙路南侧，2013年12月批建1幢

地上21-24层/地下2层综合楼（办公、酒店、公寓、商业、餐饮）。现
建设单位申请办理如下变更：地下停车位、设备房进行优化布置，裙
房内部功能局部调整，裙房屋面增加楼梯间、消防增压风机房和消
防排烟风机房（共增加不计容面积99.13m2），办公楼立面玻璃幕墙
增加铝板饰面。经审查，调整方案符合相关规定要求。为广泛征求
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9年4月15日至4月29日）。
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http://ghw.haikou.gov.cn）；建

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5

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处，邮政编码：570311。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

见。
（4）咨询电话：68724369，联系人：朱明霞。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4月15日

供 求
遗失声明

海南合强振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海南丰元化工有限公司开
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抵扣联和
发票联，发票代码：4600182130，
发票号码：01520642-01520651，
共10份，特此声明。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旺铺招租

我司现将首力大厦第一二层铺面
（整体）按现状对外招租，租赁面积
为4953.16m2，租期为5年，采取竞
价方式，起租均价为每平方米
83.69元/月，有意者请于2019年4
月22日前与我司联系，联系人吴
先 生 13807588006, 李 先 生
13807683833

商铺招商
现有城市繁华商业地段屯昌商业

广场商铺建筑面积7645m2公开招

商，经营业态可为KTV、酒吧、娱

乐、餐饮美食、酒店等均可。要求承

租人资金雄厚、长期投资；有意向

者可现场察看或来电咨询。地址：

海南省屯昌县昌盛二路西侧屯昌中

心商业广场5层。招商热线：秦先生

13876396658刘先生13518085593

屯昌华盈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5日

▲莫旭军于2019年4月12日遗失

居 民 身 份 证 ， 证 号:

460029196908221635，特 此 声

明。

▲万宁恒海电器配件经营部遗失

万宁农村信用合作社联社中央坡

分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20361101，现声明作废。

▲万宁万城红光实用五金商行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21855901，现声明作废。

▲蒲玲竹遗失海口外滩城房地产

有限公司开具的8号群楼422房

收据。收据编号HN1840976，金额

653493元，特此声明作废。

▲雷焕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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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03房交款收据一

张，编号 0236850，房款 401851

元，特此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昕菲内衣店不慎遗失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证 号 ：

460102197912022137，声 明 作

废。

▲临高县加来王海琴电信专营店

公章已丢失，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海南美兰国际机场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100MA5RCLX895）拟向海
口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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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儋州新州承佑种养殖农民专业合
作 社 （ 信 用 代 码
93469003MA5RCYT549）拟向儋
州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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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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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口
发
行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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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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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琼中《集义·德伦山》雕塑揭幕
本报营根4月14日电（记者尤梦瑜 于伟慧

通讯员李凤）近日，大型雕塑《集义·德伦山》在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镇番响村的徳伦山揭幕，生动
再现白沙起义光辉历史，展示海南红色文化。

为了纪念白沙起义这段光辉历史，缅怀革
命先烈，琼中在白沙起义策源地——番响村，当
年召开会议的原址上，树立起这座《集义·德伦
山》群雕。

该作品为红花岗岩雕塑，宽6.6米，高6米，
由海南省雕塑艺术学会会长、著名雕塑家陈学博
教授创作。创作者精雕细凿、栩栩如生地刻画了
一组8人群像，再现了白沙起义前夕，起义领导
者王国兴在德伦山上召开一次重要的秘密会议
场景。群雕的视觉中心，是穿着奥雅服的王国
兴。站在王国兴左右的7名黎族、苗族代表们在
认真听着他讲话，通过雕像人物不同的肢体语
言，表现了黎族、苗族同胞的内心情感。整个雕
塑中的多个人物高低错落有致，着装不同，神采
各异，体现了大家众志成城，一致决定武装起义
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暴政的场景。

雕塑揭幕后，引来众多游人来此参观，为该地
再添文化景观。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2019年海南省足球协会青训工
作会议13日在海南省裕东足球训练
基地举行。海南日报记者从该会议上
了解到，截至目前，共有近500名5岁
至15岁的省内青少年选手在省足协
中海俱乐部接受专业训练。6名男子
小球员入选了2018年中国足协优秀
球员选拔队，1名球员入选了U15国
少集训队，4名女足球员入选了中国
女足U15和U16国家集训队。

海南省足协秘书长曾繁超在会
上透露，最近两年，省足协围绕海口、
三亚、万宁、儋州、琼中等五个足球中
心区域完成了遍布琼岛东、南、西、北、
中的足球训练网点的布局。省足协以

中海足球俱乐部为青训标杆，根据我
省青少年足球发展现状，组建了5岁
至15岁年龄段的青少年球队，近500
名球员定期接受专业足球技战术训
练。为了能让我省众多青少年足球队
有参加高水平比赛的机会，省足协设
立U10-U16共7个年龄段的比赛，每
年都举办海南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一些球员从比赛中脱颖而出，中海俱
乐部07年龄段球员陈信舟、王泽炜、
符洲闻和06年龄段球员韩昌定、吉训
正、陈长宏参加了2018年中国足协优
秀球员选拔，06年龄段球员陈长宏和
04年龄段张祖民参加了国少队集
训。琼中女足运动员黄巧祥、王玲玲
和王靖怡、王慧敏分别入选中国女足
U15和U16国家集训队。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教
练员的培养和提高是青训足球工作
非常重要的部分，有了好的青训教练
员才能培养和挖掘出更多“好苗
子”。2018年，省足协共举办了6期
中国足球协会D级教练员培训班、6
期室内五人制初级教练员培训班、1
期LI室内五人制教练员培训班和1
期C级教练员培训班，共培养了336
名基层教练员。“这300多名青训教
练员执教省内各个青训机构球队和
校园足球队，为海南青训足球的发展
做贡献。”省足协相关负责人说。

2019年，我省裁判员执法比赛的
级别取得突破，本土裁判张杨帆担任
了中国足球协会乙级联赛的裁判员，
代表了海南裁判进入职业裁判队伍。

曾繁超说，省足协从2011年开始举办
裁判员培训班，由中国足球协会选派
裁判讲师来海南授课，目前已举办8届
培训班，约300名海南裁判员从培训
班毕业。这些裁判员通过执法省内重
要的足球赛事和中国足协U系列及青
超联赛，裁判水平有了大幅提高。

最近两年，海南足球“发烧友”明
显感到海南的五人制和十一人制足球
场多了，踢球方便多了。据不完全统
计，2016年至2018年，省内各市县和
一些企业共投入3亿元修建了180多
座足球场，其中儋州和琼中修建的最
多，分别为37座球场和29座球场。

海南省2019年足球青训工作要
实现5个目标。首先，进一步完善夯
实青训布局网点建设工作，完善青训

布局网点评估和退出机制，推荐优秀
青训网点申报中国足协青训中心。
其次，构建海南青少年竞赛体系，以
海口、三亚、万宁、儋州、琼中等五大
足球中心区域为主，每个市县成立
85支足球队（含校园足球），大力开
展各项足球赛事活动，力争全年竞赛
总量达3万场。第三，省足协还要夯
实海南足球事业发展根基，力争注册
青少年球员达到3万名，其中女足
3000人。第四，加强专业人才队伍
建设，各级持证教练员人数超过
1500名（D级以上）。最后，要加强
足球场地设施建设，力争全省拥有各
类足球场地770块以上，达到每万人
拥有足球场地0.8块以上。

（本报海口4月14日讯）

海南青训成效显著，336名基层教练员接受培训，两年来新修了180多座球场

11人先后入选国字号足球梯队

本报南宁4月14日电（记者尤
梦瑜 通讯员黄婵敏）唱念做打，文
武风采尽展。4月 14日下午，由省
琼剧院创排的大型历史传奇琼剧
《冼夫人》经过层层评选，在广西壮
族自治区南宁市人民会堂进行的第
29 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终评现场竞
演。省琼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冼夫
人扮演者林川媚正凭借该剧力争为
海南争摘“梅花奖”。

“冼夫人是我到目前为止遇到的
最富挑战性的角色，一来是我本人对
老旦行当不算太熟悉，发声、动作等很
多方面都需要从零做起。其次，在这
部戏中，冼夫人不仅要能‘打’，而且关
于‘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的细腻
情感也要充分表现出来。”林川媚说。
为了塑造好这一角色，她两次赴京跟
随戏曲名家学习要义。

终评舞台上，林川媚全力以赴，在
冼夫人“离魂”这场戏中，遵循戏曲表
演程式，她大量运用慢、中、快圆场，碎
步、云步等步法及长披风、大滑跪等技
巧，将冼夫人的爱国情怀与爱民如子
之情通过戏曲艺术传神地表现出来。

剧中，林川媚的高音演唱铿锵有
力，低音部分则柔丝万缕。在演唱方
面，她打破了子声用嗓的习惯，摸索出
低音处用真嗓、高亢处以真假声结合
的方式演绎。

《冼夫人》一剧在舞台美术方面也
可圈可点。展示冼夫人曾生活、战斗
过的岭南地图作为主背景铺设开来。
威武战车缓缓“驶”入舞台中央，映衬
冼夫人英姿。吊威亚等现代技术也被

运用在剧中。
为了此次“竞梅”，省琼剧院上下

悉心准备，精益求精。《冼夫人》一剧于
2018年3月在海口首演后，主创团队
一直没有放松对其进一步打磨提升。

就在赴桂“竞梅”前，主创团队在海南
省歌舞剧院为广大戏迷做了打磨提升
后的汇报演出，并赢得好评。作为该
戏总导演，著名戏曲导演石玉昆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冼夫人》一剧以武戏

为亮点，同时又紧抓家国之情和亲情
主线，塑造一个饱满的人物形象。

当天的演出结束后，中国剧协相
关负责人为海南省琼剧院颁发了参加
终评现场竞演的证书。

展示海南文化发展新风采，以精
品力作讲述海南故事，近年来，我省琼
剧事业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下繁荣发
展，此次是海南琼剧演员第三次“竞
梅”。此前，我省琼剧表演艺术家陈素
珍、符传杰分别摘得第23届、第27届
中国戏剧梅花奖。

“梅花奖对于中国戏曲演员而言
是‘最高舞台’，作为一名琼剧演员，能
够在这一舞台上演唱我钟爱的琼剧是
我的荣幸。但更重要的是，我作为广
大琼剧工作者中的一员，能够和全团
人共同努力，在这个精品荟萃的国家
级舞台上宣传推广琼剧，展示海南文
化风采。”林川媚坦言，自己力争完美
表现，对于得奖不设压力。

正如省琼剧院院长许振程所言，
省琼剧院竞逐梅花奖是目标而非目
的。“竞梅”历程于院团而言已是宝贵
收获，它不仅提高了剧种知名度和影
响力，也以赛促戏、促人，为地方戏发
展开拓眼界。

第29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评选于
4月13日至26日在广西举行，据悉，
最终结果将于4月底揭晓。

琼剧《冼夫人》在南宁参加“梅花奖”竞演

力争为海南摘“第三朵梅花”

林川媚在舞台上利用多种技巧演绎冼夫人一角。 通讯员 梁学武 摄

海口举行山地车公益骑行活动
本报海口4月14日讯（记者王黎刚）由海口

市旅文局主办的2019海口山地自行车公益骑行
活动13日举行，活动以“活力椰城·阳光海口”为
主题，共有300多名骑行爱好者参与。

此次骑游队伍从海口双创广场出发，终点为
桂林洋国家生态农业公园，全程20公里。活动精
彩纷呈，包括自行车特技表演、自行车骑行绕桩、
自行车慢骑挑战赛、骑行台骑行表演体验和竞赛、
山地自行车拼装赛、自行车骑行、保养大讲堂及荣
誉骑行等环节。

据了解，海口按照国际化滨江滨海花园城市
为建设目标，围绕国际湿地城的生态环境特色，同
时根据体育资源和城市发展目标定位，加快推进
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使骑行等健身运动覆盖
更多人群。

琼中举办“三月三”足球赛
本报营根4月14日电（记者李梦瑶 通讯员

陈欢欢）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首届“三月三”全省
青少年足球邀请赛14日在华中师范大学琼中附
属中学思源实验学校闭幕，琼中男足、琼中女足、
海口西蒙足球俱乐部分别获前三名。

本次邀请赛为U12八人制，除琼中男女足
外，还邀请了海口滨海第九小学、海口景山学校、
五指山凌飞足球俱乐部等6支学校及业余俱乐部
男子足球队参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