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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攀岩挑战赛海口收官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王黎刚）2019年

海南省攀岩精英挑战赛6月16日在海口收官。
经过角逐，林雨以2秒52斩获男子速度攀岩冠
军，同时夺得男子攀石赛冠军，成为赛事双冠王。
何玉兰以5秒69夺得女子速度攀岩冠军，女子攀
石赛冠军由刘琳夺得。

本次挑战赛设速度攀岩和攀石两种竞赛方
式，每种方式又分男、女两个小组，比赛吸引了省
内近百名攀岩好手参加。

本次比赛由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主办，
省体育赛事中心承办。

三亚首届摄影艺术展开幕
本报三亚6月16日电（记者徐慧玲）6月15

日，三亚市摄影家协会首届摄影艺术展在三亚市
群众艺术馆开幕。

主办方从三亚市摄协会员投稿的近千幅作品
中选出106幅参展，其中既有记录黎乡苗寨生活
的场景，也有展示礁岩岛屿、椰风海韵的画面，还
有聚焦城市发展变迁及描述人民幸福生活的影
像。此外，主办方还为获得艺术类和纪实类一、
二、三等奖和优秀奖的作者进行了颁奖。

本次展览由三亚市文联、省摄协指导，三亚市
摄协主办。展览为期一周，市民游客可免费观展。

首届海南学生硬笔书法展开展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卫小林）6月15

日上午，首届海南省“写好中国字”中小学生硬笔
书法作品展在海口开展。

海南日报记者看到，本次展览得到我省广大
中小学生积极响应，收到12个市、县投稿共1013
件，经过专家组评选，最终评出优秀作品22件、入
展作品78件共100件参加展览。参展作品取法
正统、书写性强、形式多样，涵盖硬笔楷书、隶书、
行书等字体，显示出较扎实的基本功。参展作品
内容多为经典诗词、名人名言等，颇具教育意义。
展览一开幕，便吸引了数百名中小学生参观。

主办方省硬笔书法家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举办本次展览旨在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进一步推动和普及海南省中小学生硬笔书法
教育，提高青少年书写的规范性和美观度，挖掘和
培养海南硬笔书法后备人才。

本次展览6月17日结束。

▲余万友遗失坐落于陵水县新村
镇集贸市场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
为陵国用（新）字第1980号，声明
作废。▲临高县南宝鸿福园酒荘遗失工
商营业执照副本一本，注册号:
469028600079581，声明作废。▲儋州民生渔业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章一枚，声明作废。▲儋州民生渔业有限公司遗失法
人林庆华的法人章一枚，声明作
废。

公 告

遗 失

隆城建投资公司停车场。说明：办

理竞买手续时竞买人须提供取得

海南省小客车增量指标的证明文

件。有意竞买者请于 6 月 25 日

17:00前将竞买保证金汇入我司

账户（以款到账为准）及办理竞买

手续。电话：15607579889。网址：

www.hntianyue.com。 地 址 ：

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41层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190617期）

受委托，定于 2019 年 6 月 26 日
10:00在本司拍卖厅净价拍卖：琼
AS6777奥迪轿车，参考价：23700
元；琼AS6971中华尊驰轿车，参
考价：3100元。竞买保证金：5000
元/辆。展示时间：即日起至6月
25日；展示地点：文昌市龙楼镇亿

减资公告
海口唯美馨医学美容门诊部有限

公司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由伍佰万圆整减少至壹

佰万圆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天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

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海南中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0006710625284)拟向海南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公

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临高能贤养殖专业合作社(代码

93469028589291508B)拟向海南

省临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新盈工

商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

日起45天内到公司办理事宜。

▲文昌文城陈芸商店不慎遗失营
业执照副本一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69005MA5T3RX10J,声
明作废。▲文昌东郊大海种养专业合作社
公章不慎遗失，现声明作废。▲韩志定遗失坐落于文昌市公坡
镇公坡村委会碧树五村的集体土
地使用证,证号:文集用（2011）第
032422号,特此声明。▲陵水椰林购速度商场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46903460110102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海南电网质量监督站（注册号：
460000000210041）拟向海口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
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前来办理相关事宜。

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公告类信息：标题（字数在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字数在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买五送二
广告热线：66810111、66810582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新闻大楼1楼广告中心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

海口地区发行站办理《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特区文摘》、《证券导报》、《法制时报》等报刊的征订、投递、零售和会议用报等业务，办理分类广告、夹报广告、旧报回收及其它业务。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3876833603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
发布，消费
者 谨 慎 选
择，与本栏
目无关。

海
口
发
行
站

市
县
代
理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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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281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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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

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拥有以下《债权清单》所列的洋浦
通大木业有限公司债权，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受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托拟对《债权清单》所列债权进行
公开转让处置，处置方式为公开竞价等，现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为：交易对象信誉良好，能够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
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
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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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
人。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2个工作日止，如有购买意向
请以书面形式提出。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
询。

公开竞价：本次债权处置方式为单户债权转让，挂牌/起竞价
格：450万元，保证金：90万元。加价幅度：每次10万元或整倍数，

保留价：450万元。
竞价平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e购工银e资产交易

平台。
竞价时间：2019年7月3日10时整起至2019年7月3日16时

整止（延时的除外）。
关于债权的具体情况及注意事项请登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融e购”工银e 资产交易平台查阅交易规则、竞拍条件等条
款(网址:http://trade.icbc.com.cn)。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吴先生
联系电话：0898-65370383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吴先生（电话）0898-

65345074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和平南路54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2019年6月17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受托资产处置暨公开竞价公告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洋浦通大木
业有限公司

所在地

海南省洋浦
经济开发区
D10区内

本金

27,810,243.90

利息

7,477,269.16

担保方式

抵押+保证

其中
保证情况

陈健及其配偶任媛媛、
韩伟坚及其配偶连映
瀚、莫心勇及其配偶李
红梅分别提供最高额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质押情况

--

抵押情况
位于洋浦经济开发
区 D10 区 内
10000.29 平方米工
业用地、6100 平方
米房产以及木地板
生产配套设备

债权清单
本金及利息计算至2019年3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海南荣丰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委托，定于

2019年6月20日上午9:30在本公司拍卖大厅按现状净价公开拍
卖:海南澄迈咖啡酒厂、海南澄迈咖啡厂2户债权资产包。（截止
2019 年 2月 28日，海南澄迈咖啡酒厂债权本金 230 万元、利息
1623.35万元，本息合计1853.35万元；海南澄迈咖啡厂债权本金291
万元、利息2902.23万元，本息合计3193.23万元，上述2户债权本息
合计5046.58万元）。参考价：人民币320万元，竞买保证金：100万
元。

以下人员不得竞买或变相竞买本拍卖标的：国家公务员、金融监
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
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拍卖标的资产处置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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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参与拍卖标的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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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
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
等、其他依据中国法律不得收购、受让拍卖标的的主体。

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2019年6月19日17:00止。
收取竞买保证金：2019年6月19日16:00止，以款到账为准。
有意者，请到我公司了解详情，按规定时间缴纳竞买保证金并办

理竞买手续
地址：海口市玉沙路19号城中城A幢4楼
电话：0898-31355988 13707589398
网址：www.typm.com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8665271 68664292 68650464
委托方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

层
财政部驻海南专员办监督电话：（0898）66719286 66713686

儋州市白马井海花岛2号岛离岛桥梁1号桥（跨海桥梁一）、2号桥（跨海桥梁七）工程海域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儋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公开出让儋州市白马井海花岛2号岛离岛桥梁1号

桥（跨海桥梁一）、2号桥（跨海桥梁七）工程海域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宗海基本情况：

二、交易方式：根据受让方征集情况，确定交易方式。若只征集到一名意向受让方，采取挂牌方式交易；若征集到两名以上意向受让方，采取
拍卖竞价方式交易。三、公告期：公告时间2019年6月17日至2019年7月15日。报名时间：2019年6月17日08:00至2019年7月15日17:
00（办公时间）。四、挂牌报价时间：2019年6月17日08:00至2019年7月16日09:30。五、挂牌出让地点：儋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海
南省儋州市那大镇怡心花园D15号）。六、联系方式：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电话：68555961 18508955059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儋州市白马井海花岛2号岛离岛桥梁
1号桥（跨海桥梁一）工程海域使用权
儋州市白马井海花岛2号岛离岛桥梁
2号桥（跨海桥梁七）工程海域使用权

用海位置

海花岛 2号岛与明
星岛之间海域
海花岛 2号岛与游
艇俱乐部之间海域

用海面积
（公顷）

0.4243

0.1955

用海类型

旅游娱乐用海

旅游娱乐用海

用海方式

跨海桥梁、海
底隧道等用海
跨海桥梁、海
底隧道等用海

用海期限
（年）

25

25

挂牌起始价
（万元）

55

47

保证金
（万元）

17

15

挂牌现场会
开始时间

2019 年 7 月
16日09：30
2019 年 7 月
16日09：30

澄迈青少年羽球赛收拍
本报金江6月16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王家专）2019年澄迈县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日前
在澄迈收拍，比赛共吸引4支代表队共122名选
手参赛。

据介绍，本次比赛设乙组、丙组男单和女单等
项目。经过6轮角逐，最终决出各项目前三名。
另外，澄迈第一小学、澄迈第二小学、澄迈实验小
学分别获得优秀组织奖。

据新华社里斯本 6 月 15 日电
（报道员陈柏乔）2019年世界男排联
赛葡萄牙站15日的比赛中，中国男排
0：3不敌世界排名第一的巴西队，遭
遇四连败。

中国男排当日的首发和上场基本
相同，戴卿尧和刘力宾担任主攻，饶书

涵和陈龙海作为副攻，接应江川，二传
詹国俊，只有自由人位置上由马晓腾
替换了童嘉骅。

巴西队在发球威胁上优势巨大，
开场后连得6分，并先后以8：3和16：
7大比分领先，首局巴西队以25：15
拿下。第二局巴西队以8：5开局，后

以25：18再赢。第三局中国队加强了
拦网，后将比分追至20：22，但巴西队
的阿兰和道格拉斯强攻得手，最终，巴
西队以25：22拿下第三局，并以3：0
的大比分取胜。

中国男排将在16日迎战葡萄牙
站的最后一个对手塞尔维亚队。

据新华社法国萨隆 6月 15 日
电 巴西国奥队15日在法国萨隆举
行的第47届土伦杯青年足球赛决赛
中，经过点球大战险胜日本国奥队，
第9次夺得这项赛事冠军。

巴西队与日本队在90分钟比赛
内战成1：1。比赛直接进入点球大
战，双方前四轮全部打进，第五轮巴

西球员率先进球，日本队点球被巴西
门将扑住，巴西队6：5险胜。

组委会赛后评出本届比赛荣誉
奖，中国队门将陈威被评为最佳门
将，他参加了对巴林和墨西哥队的两
场小组赛，丢了两个球，不过在以0：
1输给墨西哥队的比赛中，他发挥出
色，扑出了多个必进球。

据新华社法国勒阿弗尔6月15日
电（记者岳东兴 岳冉冉）中国女足15
日下午举行转战世界杯第三个比赛
地勒阿弗尔后的首次训练。接下来
与西班牙队的比赛结果可能决定如果
出线后的不同对手，队员们都表示，赢
下每一场比赛是全队唯一目标。

“我觉得每场都要取胜，不去想
下一个对手是谁，争取赢下每场比
赛。”前锋杨丽在训练后对记者说。

13日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
杯首胜后，中国女足将于17日迎战
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西班牙队。目
前在B组中，德国队6分领跑已确保
出线。西班牙队和中国队同积3分，
南非队0分垫底。

本届杯赛24支参赛队分成6组
进行小组赛，每小组的前两名以及四
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将进入16强淘
汰赛。因此，B组也存在中国队与西

班牙队双双出线的可能性。按照16
强赛程，B组第二将面对F组第一
（可能是美国或瑞典）。如果B组第
三也能出线，将面对C组第一（可能
是意大利或澳大利亚或巴西）或者D
组第一（可能是英格兰或日本）。

据新华社电（记者孙丽萍 许晓
青）6月15日晚，第22届上海国际电
影节在上海大剧院揭幕。500多部中
外佳片将在为期10天的电影节上展
映。

今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电
影节期间将陆续举办中国电影产业
高峰论坛以及“光影记忆 时代经典”
特别展映单元，以光影记忆回溯新中
国的奋进历程。

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诞生并成长
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坚持“立足亚洲、
关注华语、扶持新人”的办节定位，国
际影响力和文化传播力与日俱增。
今年电影节主办方收到来自全球112
个国家和地区的报名影片3964部，遴
选了500多部中外影片将在全市47
家影院集中展映。

15日晚举办的金爵盛典上，土耳

其著名导演努里·比格·锡兰领衔的金
爵奖评委会亮相，电影节期间中外评委
将最终评出金爵奖最佳影片等奖项。

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一带一
路”电影周、电影项目创投、“跟着电
影游上海”和“电影学堂”等活动。

新华社札幌6月16日电（记者
马曹冉 杜潇逸）2019年国际乒联巡
回赛日本公开赛16日在日本北海道
札幌落幕，中国队包揽男、女单打、双
打和混双五个项目冠军。许昕一人获
得男单、男双和混双三项冠军。

男单决赛许昕以4：1战胜中国台
北选手林昀儒夺冠。许昕开局便取得
领先，以11：9和14：12连胜两局。林
昀儒以11：8扳回一局。不过后两局，
许昕以11：3和11：8结束比赛。

许昕赛后接受采访时表示，身兼
三项，累并快乐着。这次参赛自己的
心态和拼劲儿又回来了。

女单决赛在两名中国选手间进
行。孙颖莎与刘诗雯鏖战七局，最终
孙颖莎以4：3获胜。开局后孙颖莎以
11：4和11：9连胜两局，刘诗雯以11：
4、11：6和11：7连扳三局。孙颖莎积
极调整状态，以11：8和11：3连下两
局取得胜利。

孙颖莎继2017年之后再次获得
日本公开赛女单冠军。赛后，孙颖莎
表示，希望这两个冠军能够帮助自己
提升竞技水平。展望明年的东京奥运
会，刘诗雯表示中国队内的竞争非常
激烈，要努力训练，保持一个好的身体
和竞技状态。

女双决赛在中国组合刘诗雯/陈梦
和孙颖莎/王曼昱之间进行，结果刘诗
雯/陈梦组合以3：1获胜。中国男双组
合樊振东/许昕直落三局击败德国组合
贝尼迪克特·杜达/邱党夺得冠军。

在15日进行的混双决赛中，中国
组合许昕/朱雨玲以3：0战胜日本组
合张本智和/早田希娜夺冠。

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揭幕
500多部中外佳片集中展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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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6日，在2019国际乒联
世界巡回赛日本公开赛男单决赛中，
中国选手许昕以4：1战胜中国台北选
手林昀儒，获得冠军。图为许昕在比
赛中回球。 新华社记者 马曹冉 摄

世界男排联赛葡萄牙站中国队0：3负巴西

巴西击败日本赢得土伦杯冠军

中国门将陈威当选最佳门将

中国女足全力备战西班牙

女足世界杯战报
E组

加拿大2：0新西兰

F组
瑞典5：1泰国

女足世界杯直播预告
中国队VS西班牙队

（6月18日0时，央视5套直播）

国际乒联日本公开赛落幕

中国军团包揽金牌 许昕独夺三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