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口150名歌唱爱好者
唱响红歌献礼祖国

本报海口4月17日讯 （记者郭萃）4月 17
日下午，海口市龙华区新时代合唱团招募启动仪
式暨“祖国，我为你歌唱”群众合唱大联欢活动在
海口东湖三角池公园举办，150名歌唱爱好者唱
响红歌献礼祖国。下一步，龙华区将招募和指导
更多的“新时代宣唱员”，掀起对祖国歌唱献礼的
热潮。

当天下午，150名合唱爱好者以一曲激昂又
饱含深情的《歌唱祖国》正式拉开了活动的帷幕。
随后，《团结就是力量》《我和我的祖国》《军民团结
一家亲》《游击队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等脍炙人口的红色歌曲接连被唱响。激昂的旋律
与真挚的情感融为一体，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
上了华诞礼赞，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爱党
爱国的高尚情怀。

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龙华区新时代
合唱团招募仪式的成功启动，下一步将继续结合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进一步增强组织力
量，招募和指导更多的“新时代宣唱员”，以唱红
歌、唱赞歌、谱新歌的形式，掀起对祖国歌唱献礼
的热潮。

本次活动由海口市龙华区委、区政府指导，龙
华区委宣传部、龙华区旅文局主办，区文化馆、图
书馆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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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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

公 告

该两项资产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
良好的财务状况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
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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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
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
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
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受理征询或异
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海

南省分公司联系。联 系 人：刘先生、王女士；联系电话：0898-
68667384、0898-68663252；电子邮件：liuxiaodan@cinda.com.
cn；wangchunpi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中国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23-8号信
恒大厦17-18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898-68511302，
0898-68666481;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yanxiaoyan@cinda.com.cn, linjin@cinda.com.cn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19年4月18日

序号

1

2

资产名称

海南琼山晶祥旅
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口市房地产投
资开发公司协议
抵债资产

资产
形态

债权

房产
权益

资产所
在地

海口市

海口市

币种

人民
币

人民
币

截至2019年3月31日债
权总额/抵债金额（万元）

4515.88

39.00

担保和抵押情况

抵押物为海口市石山风景区四公里处南侧114.07亩国有土地
作抵押，且办理抵押登记。
该房产为海口市国贸路新达商住楼1606号房，建筑面积
137.9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出让土地，用途为商住综合用地，三
房两厅一厨两卫一阳台，目前闲置。该资产没有产权证书。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拟对下列两项资产进行处置。
资产明细表：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对中兴4GLTE 网络系统进
行版本升级。届时，升级地区的4G手机通信业务使用将受短时影
响。具体情况如下：

◆2019年4月23日0:00－4:00，对中兴4G区域海口市1925套
eNodeB基站进行版本升级。升级eNodeB会引起单站掉站20分钟。

◆2019年4月25日0:00－4:00，对中兴4G区域定安县、琼海
市、文昌市、屯昌县和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1455套eNodeB基站
进行版本升级。升级eNodeB会引起单站掉站20分钟。

◆2019年4月26日0:00－4:00，对中兴4G区域三亚市、万宁
市、五指山市和陵水黎族自治县的1934套eNodeB基站进行版本
升级。升级eNodeB会引起单站掉站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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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九年四月十八日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9年4月

23日00:00-04:00对智能网VPN总机服务平台系统

进行优化升级。届时，全省开通高清通话业务

（VOLTE）的总机服务用户使用将受短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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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九年四月十八日

琼海汽车客运中心站商业物业
整体公开招商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04HN0051
受委托，琼海汽车客运中心站商业物业公开挂牌整体招商，现发

布招商公告如下：1、项目简介:该项目位于琼海市嘉积镇东风路51
号，共六层，目前建设已封顶，预计2019年7月交付，以毛坯状态整
体招租，商业建筑面积约24938.76m2，商业使用面积约15130m2，二
层、六层部分面积自用，具体楼层面积详见评估报告。2、租金及租赁
期限:挂牌底价为1600万元，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年租金，前三年年
租金不变。第4年年租金在上一年基础上递增 3%，以后每3年同比
例递增一次。租赁期限为12+3年（前12年合同期内不出现拖欠租
金的情况下，自动续期3年）。3、招商方式:通过海南产权交易所市
场平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意向承租方，采用“综合评审+招商方核
实”的方法确定候选方，招商方对综合评审得分在70分以上的候选
方进行实地考察后确定中选方。4、公告期：2019年 4月 18日至
2019年5月16日。参选相关条件和要求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
(http://www.hncq.cn)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
夏银行大厦 18 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34（黄小姐）、
66558023（孙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
口，电话0898-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4月18日

海南鼎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海口海关委托，本公司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http://auction.

jd.com/haiguan.html）在线公开按现状拍卖下列标的：旧液晶显示器
32086块、手机9部、电子秤4个、砝码3个、塑料薄膜封口机1个。标
的竞买保证金：20万元。拍卖时间：2019年4月29 日10时至2019年
4月30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以上标的为海关依法罚没的涉案财
物。竞买者参与竞拍，视为已对拍卖标的物的品质状况有充分了解，并
愿承担相关责任。有意向竞买人须注册京东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并
在线支付相应标的竞买保证金,具体要求请阅读竞价页面内的《竞拍须
知》及京东网络拍卖平台告知的海关拍卖流程（拍卖前必看）的相关准
则。也可登陆海口海关网址查询。标的展示：2019年4月25日至4月
26日。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请提前联系拍卖公司预约，并预留身份
证复印件备案。海南鼎和拍卖有限公司；联系电话: 0898-
68585002 13111933581喻女士；公司地址：海口市龙华区国贸路
47号港澳申亚大厦25楼；海关监督电话：0898-68516392

（190429期）

我单位在打击非法行医执法工作中，因未能与下列非法行医人
员取得联系，无法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据相关
法律规定，我委现对王兴学的非法行医违法行为及卫生行政处罚信
息进行公告送达如下：

王兴学，男，身份证号：460021196407164213，经查，2018年
12月13日你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诊疗活动。本
行政机关已于2019年4月2日做出海龙卫医罚{2018}43号行政处
罚决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行政处罚决定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送达后，如不服

本处罚决定，可在60日内向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或海口市龙华
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6个月内向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
院起诉，但不得停止执法本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
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

本行政机关联系地址：海口市金园路龙华金园办公区五楼513房。
联系人：林汉强，电话：66719701。

海口市龙华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19年4月18日

海口市龙华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工行特别提示
尊敬的客户：

为进一步落实监管部门关于个人银行账户实名制规定等相
关要求，维护存款人合法权益，根据我国反洗钱法及客户身份识
别有关规定，我行将开展个人客户身份信息核实工作。需要核实
的客户身份信息范围包括：姓名、性别、国籍、职业、住所地或者工
作单位地址、联系电话、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的种类、号码
和证件有效期限。

近日起，我行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第十六条、
《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
法》第十九条等相关规定，对在我行留存的身份信息存在不完整、
不真实或身份证件有效期过期或身份证件类型有误等情况的客
户名下账户中止提供金融服务。

您可提前通过我行营业网点、电子银行等渠道了解本人身份
信息情况，并及时对您的身份信息进行完善更新。详询我行各营
业网点，或拨打95588电话咨询。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
解！

感谢您对我行的大力支持！
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

2019年4月18日

关于补发不动产权证书公告
澄自然资告字〔2019〕1号

王笃宏不慎遗失澄迈金江镇集用(2010)第05048号集体土
地使用证，土地登记座落为金江镇山口村委会水朗村民小组，登
记面积310.37平方米。该权利人已于2019年3月20日在《海南
日报》上刊登遗失并声明作废。现土地权利人向我局申请补办新
的土地使用证，并变更权利人为符玉南、王国端、王国云。根据该
村民小组、村委会、镇政府出具的土地权属来源证明，经初步审
核，我局决定注销上述土地使用证，有异议者请自本公告登报之
日起15个工作日内将书面材料送达我局地籍岗202室(电话:
67629320), 逾期我局将依法核准登记，补发新的不动产权证，
原证作废。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代)
2019年4月3日

本报海口4月17日讯（记者陈卓
斌）中国青年报4月17日公布11个第
23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入围集体”，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女子足球队上榜。

据悉，琼中女足于2006年成立。
在教练肖山的带领下，琼中女足2009
年夺得全国青少年女足比赛铜牌，
2010年获得全国青少年女足比赛第

4名，6名队员获得国家一级运动员证
书，13人考上大学，2011年有2位队
员入选国家女足中青集训队。2015
年至2017年，3次夺得哥德堡杯世界
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冠军。2019年，琼
中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举行，来自
17个国家和地区的21支球队参赛，
琼中女足又在家门口夺冠。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入围集体”公布
琼中女足上榜

■ 阿成

北京时间4月17日凌晨，欧冠1/4
决赛次回合决战爆出冷门，荷兰球队
阿贾克斯客场2：1击败意甲豪门尤文，
从而以总比分3：2晋级四强。阿贾克
斯青年军继续在欧冠上演黑马传奇，
他们时隔22年后再度晋级欧冠四强。

人们习惯用“青春风暴”来形容那
些取得佳绩的青年军。这些年欧洲足
坛没少刮青春风暴，但在最顶级的欧冠
赛场，这些青春风暴往往中途就被那些
经验老到的豪门球队拦截了。本届欧
冠，曾被寄予厚望的多特蒙德青年军早
早出局，热刺倒是还有机会晋级四强，
他们将与曼城死磕，但日渐成熟的热刺
恐怕已不合适再称“青年军”。正当人
们对青年军的表现有些失望之时，没想
到，一股青春风暴从“低地之国”荷兰吹
来，而且刮得更猛烈。

说阿贾克斯是青年军一点都不
为过。在2：1击败尤文的阿贾克斯首

发阵容中，只有布林德、塔迪奇和舍内
3人年龄在30岁以上，而除了齐耶赫
之外，其他球员的年龄都在 25 岁以
下。打进制胜球的德里赫特还不满
20岁，打进扳平进球的范德贝克，次
日正好过22岁生日，中场核心德容21
岁。还有，上一场1：1战平尤文的比
赛中进球的巴西新星内雷斯刚满22
岁。这支青年军活力十足青春无畏，
他们全攻全守、高强度快节奏的踢法
让“老妇人”尤文颇为吃力，要是阿贾
克斯的年轻人把握机会能力再强一
些，尤文的大门恐怕不止两次被洞穿。

但说阿贾克斯晋级四强是黑马爆
发，恐怕有些人会持不同看法，因为他
们上一轮客场4：1横扫皇马，就已经展
现了能与欧洲超级球队抗衡的实力。
不过，阿贾克斯毕竟是以年轻人为主的
球队，他们本赛季的表现还是有一些起
伏，技战术上也有不少不够成熟的地
方。所以，人们更愿意将阿贾克斯看做
是状态集中在某一阶段爆发的超级黑
马，他们还需要进一步证明自己。

阿贾克斯的爆发并非偶然，这支

球队的佳绩，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荷
兰青训的又一成果，而荷兰国家队，已
经以力压法国、德国打入欧国联四强
等佳绩，宣告橙衣军团重新崛起。遗
憾的是，这支青年军正被豪门挖角，德
容已确定转会巴萨，德里赫特、内雷斯
等也已被多家豪门盯上。阿贾克斯的
青春风暴能刮多久，未来充满变数。

大侃台

青春风暴从低地吹来

NBA季后赛首轮战报
（北京时间4月17日）

西部

开拓者114：94雷霆
（总比分开拓者2：0领先）

掘金114：105马刺
（总比分1：1战平）

东部

猛龙111：82魔术
（总比分1：1战平）

欧冠1/4决赛战报
尤文图斯1：2阿贾克斯

（阿贾克斯总比分3：2进四强）
巴萨3：0曼联

（巴萨总比分4：0进四强）

阿贾克斯队长德里赫特（前）
获胜后庆祝。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2019年多哈
田径亚锦赛中国田径队出征仪式17
日在北京举行。此次亚锦赛，中国田
径队派出89名运动员参加全部42个项
目的角逐。“海南飞人”江亨南入选男子
4×100米接力参赛名单，并随队出征。

本次亚锦赛将于4月21日至24
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男子4×100
米接力比赛将于北京时间4月22日

15时开始预赛争夺。与江亨南同时
入选4×100米参赛名单的有苏炳添、
谢震业、梁劲生、许周政和吴智强，中
国接力队的目标是夺取金牌。据了
解，江亨南目前腿部稍有不适，可能被
安排为替补队员，届时能否代表中国
队登场竞技，还是未知数。

江亨南是海南定安人，目前在清
华大学读研究生，是清华大学田径队

队员。2018年是江亨南爆发的一年。
4月，在全国田径大奖赛第二站暨第三
届青奥会国内选拔赛男子100米决赛
中，江亨南以10秒57荣获第二名。5
月，在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比赛中，
江亨南以10秒42获得男子100米第
二名。6月，在亚运会选拔赛男子100
米比赛中，江亨南预赛跑出10秒22的
个人最好成绩，并在决赛中夺冠，从而

入选国家男子4×100米接力队集训
大名单，但因报名乌龙事件，他最终无
缘雅加达亚运会。10月，江亨南再次
入选中国田径队。

为了备战多哈田径亚锦赛，江亨
南曾随国家队前往美国洛杉矶训练。
据悉，亚锦赛结束后，江亨南将随国家
队备战 5 月份在日本横滨举行的
2019年国际田联世界接力赛。

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
心对此次亚锦赛足够重视，派出了一
套新老结合的参赛阵容。在中国队
中包括女子铅球世界冠军巩立姣、上
周刚刚刷新女子标枪亚洲纪录的吕
会会等名将，亚洲飞人苏炳添也将出
战男子4×100米接力项目。中国队
的参赛目标是在金牌榜和奖牌榜上
均列首位。

中国田径队出征多哈亚锦赛

“海南飞人”江亨南入选4×100米接力名单

新华社巴黎4月17日电 法网组
委会17日公布了2019年赛事男、女
单打正赛名单，由世界第一焦科维奇
与大坂直美领衔，中国队共有王蔷、张
帅、郑赛赛、王雅繁、朱琳五名运动员
入围女单正赛名单。

男单项目有104人确定直接参加
正赛争夺，德约科维奇、纳达尔与费德
勒悉数在列，法国选手特松加等四人凭
借保护排名入围。参加男单正赛首轮

的128人中，另有16个名额将通过资
格赛决出，组委会还将颁发8张外卡。

女单项目则有108人获得正赛席
位，王蔷、张帅、郑赛赛、王雅繁以及朱
琳凭借各自排名直接入围。这些运动
员将与通过资格赛入围的12人以及
获颁外卡的8人组成正赛首轮128名
选手阵容。

2019年法网正赛将于5月26日
至6月9日进行。

法网正赛名单揭晓

五朵中国“金花”入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