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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款人
陈正光
许环俊
谢宏义
杨壮
林珂
刘健

陈世奇
梁振成

吴多贵.福山
唐亲文
王岩

吴小和
李春云
王刚

温龙富
石挺壮
李科鹤
刘青跃
陈德峰
黄巧

田庆杰
王文富
苏吉彬

蔡丽红（金鼎）
符庆华
宋健华
王国玉
王位汉
王吉全
彭铁军
郭开颂
白雪红
黄宏宇
林凯

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李交平
吴莲琼

谢志峰（双发)
王日文

全新东（泓利木瓜箱）
黄克华
王文华
李畅标

王召（琼京）
周家文
王德镇
王美志

沐军（东方）
黄文兴

绿色农资公司
邓成禄
韩宝发
博聚

蔡阳禄
高明木瓜纸板（九伦）

欠款金额（单位：元）
382,388.00
331,768.00
300,856.50
251,130.70
210,913.87
207,905.65
154,824.81
131,134.50
107,940.50
100,000.50
97,755.50
88,550.00
78,805.00
72,574.00
72,384.00
71,244.20
58,485.00
53,319.46
51,502.70
51,312.20
50,424.12
41,535.00
27,418.10
27,120.00
26,175.00
24,730.00
24,422.50
23,005.00
23,000.00
21,670.00
20,000.00
19,871.20
19,116.00
18,897.00
16,058.80
15,480.00
14,672.50
14,400.00
14,200.00
12,896.00
12,200.00
10,103.00
10,020.00
9,184.00
5,250.00
5,192.00
3,198.00
2,905.50
991.81
292.50
231.50
148.90
109.00
35.20
9.53

地址
临高县加来镇

澄迈县永发镇新吴村委会
澄迈县福山镇
琼海市福田镇

海口市
海口市

昌江县十月田镇
文昌市

澄迈县福山镇
澄迈县永发镇
乐东县佛罗镇
澄迈县福山镇
澄迈县金安农场
澄迈县金江镇
澄迈县桥头镇

乐东黎族自治县佛罗镇青山村委会
澄迈县

澄迈县金江镇美亭村委会
琼海市中原镇
琼海市福田镇

海口市
昌江县石碌镇

乐东县
海口市南北水果市场
海口市南北水果市场

海口市海榆中线3公里处

澄迈县金江镇美亭村委会
澄迈县福山镇
东方市八所镇
昌江县十月田镇

海口市
琼海市人民路
临高县皇桐镇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营根镇
澄迈县金江镇美亭村委会
澄迈县福山镇红光农场
海口市南北水果市场

澄迈县金江镇
海口市南北水果市场

澄迈县福山镇
澄迈县金江镇

海口市南北水果市场
澄迈县

琼海市塔洋镇
澄迈县金江镇

海口市南北水果市场

身份证号

460027196809186210

46003319770601282
362203198208200416
460031196410016054
460022196504240739

460003198302181013

46003319691006387X

460027196802104438

410927197007018084

362330198402260628

622102198306074312

620102195309211866

460027196403041038

海南瑞恩堡包装印刷有限公司货款催收公告
以下单位和个人拖欠瑞恩堡公司的货款，请立即向本公司还款。联系人:李先生 17733151699 ；陈小姐 15008081017。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南亚广场项目方案变更规划公示启事

南亚广场项目位于海口市海府路12、18号。项目于2004年2月
批建，于2008年11月通过规划核实，建设内容为1栋25层、地下2
层商住楼。现建设单位申请调整商业裙楼三、四层及屋顶的平面布
局、层高及功能等内容。经审查，调整后方案各项经济技术指标保持
不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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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至5月6日）。2、公示地
点：海口规划网站（http://ghw.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
口日报；海南日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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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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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0，联系人：赵浩。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4月22日

海资规〔2019〕415号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友谊雅苑住宅楼项目建筑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友谊雅苑住宅楼项目位于龙华区友谊路6号，属《海口市金牛岭片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A-1-14地块范围。项目拟建1栋地上17层、地
下1层的商住楼，送审方案指标符合控规要求。建筑退西侧用地红线
为10米，满足消防及日照要求。为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意见和建

议，现按程序予以规划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9年
4月 22日至 5月 6日）。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http://ghw.
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口日报；海南日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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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高翔。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4月22日

海资规〔2019〕187号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海口市金牛岭片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B-3-05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海口农垦110千伏变电站用地属《海口市金牛岭片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B-3-05 地块范围，我局依据控规现阶段成果核发了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现海口市供电局提出该项目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初步
设计，经审核，该批复的设计方案技术指标与该地块原控规指标不符。
鉴于该项目建设是为了满足片区日益增长的用电需求，拟对B-3-05
地块规划用地指标进行调整，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
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15个工作日（2019年4月22日
至5月10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规划网站（http://ghw.haikou.
gov.cn）。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
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
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3053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总规处，邮
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
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94，联系人：李彩艳。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4月22日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海南澄

迈新吴加油站遗失成品油零售经

营 批 准 证 书 正 本 ，编 号 为

HNCN0026，特此声明作废。

▲梁颜不慎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

注册证编号：461218010416，特此

声明。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文昌昌盈发瓜果专业合作社不
慎遗失2011年6月至2019年3月
账簿及记账凭证，特此声明。
▲文昌昌盈发瓜果专业合作社不
慎遗失增值税系统金税盘（盘号:
661512602118）和报税盘（编号:
662502759036），声明作废。
▲三亚耀海实业有限公司遗失增
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发票联）1
份，发票代码：4600163160，发票
号码：00820861，声明作废。
▲海南摩达新能源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9027MA5T35UX3U）遗 失
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海南省妈祖文化交流协会公章
破损，现声明作废。
▲陈智超2019年4月20日遗失居
民 身 份 证 ， 身 份 证 号
460104198702230314，驾驶证，

驾 驶 证 号 ：

460104198702230314，港澳通行

证，证号：C61544627，社保卡，卡

号：460104198702230314，特此

声明。

▲海口龙华日食记餐厅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许可证编

号：JY24601061086217，声明作

废。

▲海口美兰春田花花美甲店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一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460108MA5RHBC346，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海南永全消防工程有限公司(注册

号:4600001011126)拟向海南省

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

债务人登报日起45日内到我公司

办理相关事宜。

认婴公告
本人于2010年 12月 29日凌晨1

时在保亭老医院（即原看守所）发

现一名刚出生不久的女婴，身体无

任何特征，健康，现住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加茂镇共村，望孩子亲生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

黄明芳联系，电话：13976960194，

即日起60天内无人认领，孩子将

依法安置。黄明芳

注销公告
华腾汽车服务(海南)有限公司拟向

海口工商行政管理局注销，请债权

债务人45天内来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口益速达电线电缆有限公司拟
向海口工商行政管理局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 45天内来办理相关事
宜。

注销公告
澄迈林一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拟
向澄迈县工商行政管理申请注销，
请相关债权债务见报45天内来我
社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宏益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284048187K)拟向海南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登报日起45日内到我公
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明通科教设备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284042295Q)拟向海南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登报日起45日内到我公
司办理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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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电 （记者王镜宇 王
梦）新一届速度滑冰国家集训队成立
大会20日在海南万宁举行。担任教
练组组长的王濛正式升帐点兵，前短
道速滑国家队教练辛庆山和伊敏担
任顾问。

据王濛团队负责媒体联络的工作
人员介绍，已经报到的运动员大约140
人，其中包括平昌冬奥会铜牌得主高
亭宇、实力派选手金京珠、李奇时、潜
力新人阿合娜尔·阿达克等速度滑冰
选手，以及奥运冠军周洋、新科大冬会

冠军安凯、郭奕含等短道速滑名将。
由王濛执掌的这支集训队拥有一个

庞大的教练团队，参加20日成立大会的
就有来自荷兰、美国、韩国、俄罗斯、塞
尔维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外籍教练团队
以及中方教练团队的50多名成员。

引人注目的是，辛庆山和伊敏这
两位前短道速滑国家队教练都以顾问
的身份加盟了王濛的教练团队。其
中，辛庆山被誉为中国短道速滑“教
父”，前冬奥冠军杨扬、王濛以及中国
滑冰协会主席李琰都曾是他的弟子。

此外，高亭宇和李奇时在地方队的教
练刘广彬和乔静也在王濛教练团队的
名单之中。

在当天的成立大会上，速度滑冰
国家集训队教练组组长王濛用10位
速度滑冰奥运冠军的座右铭激励队
员，其中包括荷兰男子长距离名将克
拉默的座右铭：对银牌感到满意不是
我对顶级运动的看法。王濛希望大家
要有追逐金牌的梦想，永葆一颗冠军
的心。她说：“我希望这些冠军的座右
铭能够激发我们每一个的冠军之心，

在总局领导、中心领导的关怀下，我们
一定要横下一条心，共同为中国的速
度滑冰运动开创一个美好的明天。”

当天的成立大会也是集训动员大
会。根据安排，队伍将在海南进行两
个月左右的训练。

4月9日，在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
动管理中心召开的全国速度滑冰项目

“固点”工作会议上，王濛被任命为国
家速度滑冰集训队教练组组长。目
前，王濛已经初步组建了由世界顶级
高表现运动总监、首席分析师、场馆专

家、体能和康复团队等组成的国际复
合型团队。

按照王濛的规划，这支队伍将设
置三级梯队——青年组、发展组和夺
标组，每个组都设有短距离、全能和集
体出发3个攻关团队，国家队鼓励运动
员横向交叉、纵向流动，发掘运动员的
最大潜能，在科技助力和数据支撑的
引领下提高水平。新一届国家集训队
今年的主要任务是参加2019-2020
赛季的各项国际赛事和青年冬奥会，
为北京冬奥会积聚实力、培养队伍。

新一届速度滑冰国家集训队成立大会在万宁举行

王濛在海南升帐点兵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第二届全
国青运会足球赛社会组11人制男足
U15 比赛 4 月 21 日在云南昆明开
赛。首场比赛中，海南省足协中海
U15队5：0大胜武汉博发队。

海南中海U15队分在B组，同组
队伍有武汉博发队、中南珂缔缘队和长
沙麓山阳光队。开赛后，中海队占据

优势，上半场第4分钟，在中海队球员
压制下，武汉博发队球员送上乌龙
球。此后中海队攻势一浪高过一浪，
第6分钟，中海队39号球员肖贻文利
用角球机会头球得分，第12分钟、第
36分钟和第37分钟，张祖民、梁以遨
和林志辉分别进球。上半场，海南中海
队便以5：0领先，这一比分保持至终场。

本报海口4月21日讯（记者陈
卓斌 丁平）4月15日至4月20日，
全国第六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
在江苏苏州举行，共吸引来自全国
547 所中小学逾万名师生参展参
演。海南日报记者4月21日从省教
育厅获悉，我省共有6个艺术节目、6
个艺术作品、1个学生艺术工作坊和
2篇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案例获得全
国一等奖。

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介绍，我省
共选派180余名师生参展参演。除
一等奖外，海南还有6个艺术节目、6

个艺术作品和6篇美育改革创新优
秀案例获全国二等奖，6个艺术节
目、7个艺术工作坊、6个艺术作品和
2篇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案例获全国
三等奖。另有省教育厅和4个市县
教育局获“优秀组织奖”，2个艺术节
目获“优秀创作奖”。其中，文昌市华
侨中学参加了开幕式入场表演，琼海
市嘉积中学舞蹈《万泉河》参加了开
幕式演出。

“文昌华侨中学舞蹈团一直坚持
排演原创舞蹈，坚持走舞蹈特色之
路。”该校舞蹈教师韩雷光介绍，学校

舞蹈团已连续4届参加全国中小学
生艺术展演，均取得优异成绩，本次
亦凭借原创舞蹈《锄禾》获得一等
奖。他表示，今年5月，舞蹈《锄禾》
还将代表我省参加在沪举办的全国
第十八届群星奖。

据了解，本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
活动历时1年半，分3个阶段。在苏
州举行的全国现场展演活动，除开幕
式展示、闭幕式展示、10场艺术表演
类节目演出等项目外，还召开了全国
学校美育工作会议，对下一步工作进
行了安排部署。

海口秀英琼山两区举行
新时代文明实践合唱活动

本报海口4月21日讯（记者计思佳 叶媛媛
通讯员陈创淼 郑峻敬 许晶亮）4月21日，海口
市秀英区、琼山区分别在火山口公园和凤翔湿地
公园举行新时代文明实践大合唱活动。

当天上午，海口秀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青少
年合唱团演唱了《我们多么幸福》《中国少年先锋
队队歌》，秀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老年合唱团演唱
了《当我唱起火山歌》等多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晚
上，海口琼山区6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合唱团为观
众献上了《红星闪闪》《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唱支山给党听》《志愿者的精彩》《琼山新风尚》等
13首歌曲。

海口秀英区相关负责人介绍，秀英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合唱团包含7个合唱团，涵盖区、镇、村
三级。下一步，该区将加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点
建设，招募更多志愿服务团队，将志愿服务活动项
目化、品牌化、常态化。

海口琼山区有关负责人介绍，该区依托海韵
合唱团组建琼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海韵合唱团，
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和道崇、红旗、云岭、琼星四
个重点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也成立合唱团，搭建起
了文明实践与群众之间互动沟通的桥梁。本报海口4月21日讯（记者卫

小林）4月21日下午，《西游战神》系
列电影项目启动仪式暨新闻发布会在
海口举行。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
悉，该系列电影由演员兼导演曹荣执
导并出演，主要拍摄地在海南。

发布会上，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
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海南影视
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海口凭借诸多优势
已成功吸引众多电影人来投资，电影产
业发展前景喜人。爱奇艺海口创意中

心负责人也表示，当前影视行业资本充
裕，电影产业发展迎来了全新机遇。

曹荣表示，他已把自己的公司从
香港迁到海南来了，《西游战神》系列
电影将主要在海南拍摄内外景，“这是
一个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我们既尊重
各民族文化特色，又希望将不同类型
文化进行融合。这便是‘和而不同’精
神实质的体现。希望通过《西游战神》
系列电影和西游文化，将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用电影体现出来。”曹荣说。

本报海口4月21日讯（记者卫
小林）2019第18届精功（国际）模特
大赛海南赛区海选经过在省内4大
高校遴选于近日落幕，87名入围选
手参加了4月20日至21日在海口举
行的赛前集中培训，正式跻身4月27
日的海南赛区晋级赛。

据介绍，本届大赛自3月正式开
始落地报名后，全国30个分赛区相
继展开海选工作。其中，海南赛区是
全国第一个启动海选的分赛区。海
南赛区海选启动后，分别在三亚学
院、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海口经
济学院举办了形式多样的海选活动，
来自全省各高校和社会各界的逾千

名模特选手和模特表演爱好者参加，
展示了我省模特专业大学生和爱好
者良好的模特功底和专业素养。经
过专业评审团严格评审，最终有48
名女选手和39名男选手共87人成
功跻身晋级赛。

在4月20日至21日的赛前集中
培训期间，大赛组委会为选手们安排
了形体、台步、化妆、服装、拍摄等专
业知识辅导，以利选手在晋级赛上展
示出更良好的形象和专业水准。

精功模特大赛是从海南本土发
展起来的一项时尚选拔赛事，面向中
国和世界选拔优秀模特。大赛不但
为广大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展现自我、

放飞梦想的舞台，而且让海南时尚文
化逐渐从中国走向世界。赛事举办
至今，已有美国、英国、瑞典、法国、俄
罗斯、巴基斯坦、印度、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泰国、蒙古
国、喀麦隆、尼日利亚等26个国家的
模特选手报名参赛，为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贡献了力量。

据悉，海南赛区海选率先举办
后，其他29个分赛区的海选将从5月
初起陆续展开。海南赛区晋级赛将
于4月27日晚在海口日月广场举行，
87位入围选手将争夺海南赛区决赛
入场券。

本报讯 （记者林永成）4 月 20
日，2019中冠联赛大区赛D组比赛在
广东肇庆收官。代表海南参赛的三亚
情豪队和琼海京海成队分别位居该组
第三名和第四名，均无缘全国总决赛。

本赛区比赛于4月14日开战，共
有5支球队参赛。四轮角逐后，三亚
情豪队以 1胜 2平 1负位居小组第

三。琼海京海成队最终以1胜1平2
负排名小组第四。

中冠联赛由中国足协主办，是中
国足球联赛系统中第四级别联赛，本
届联赛将决出16队进入全国总决赛。

海南另外两支球队陵水鼎力队和
万宁腾骥队分在厦门赛区，该赛区将
于6月16日至22日开赛。

参加全国第六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

海南15个节目和作品获一等奖

第18届精功模特大赛海南赛区海选落幕

87名选手跻身晋级赛

《西游战神》系列电影项目海口启动

中冠联赛D组比赛在广东收官

海南两球队无缘总决赛

二青会足球社会组U15比赛昆明开踢

海南中海队首战5:0大胜

4月21日，2019中国男子高尔夫职业巡回赛
博鳌公开赛在海南博鳌落幕。图为澳大利亚球手
马威利克·安特克里夫在赛后向观众致意。最终，
他以272杆，低于标准杆16杆的成绩夺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 摄

中巡赛博鳌公开赛落幕

澳大利亚球手安特克里夫夺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