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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不法分子盗用我司原网站 www.hkdb.
com.cn发布虚假投资项目，发布我司证照等信息及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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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外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合作信息，以高额回报诱骗投资

者。我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谨防上当受骗。
我司对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概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海口市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6月22日

严正声明

▲文昌龙楼忠诚家政不慎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9005MA5T6C972N，特此声
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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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春立遗失海南乐东西海岸实
业有限公司龙沐湾碧海明珠24栋
2-301 房，收款票据一张，编号
XHA0000669，金额：150000元，
声明作废。
▲蔡亲娜遗失海南省卫生学校毕
业 证 ， 证 件 编 号 ：
HN2016211730820，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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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美兰区白龙街道总工会
不慎遗失工会法人证（工法证字第
210100193号）、组织机构代码证
（证号：780735453）声明作废。
▲吴启忠遗失中南西海岸B6-1-
2409号房 购房收据一份，编号:
N0060806元，金额:181937元 ,
声明作废。

▲杨谋不慎遗失音乐飞翔酒吧街
B-18/19履行保证金收据，收据
号：03359989，特此声明。
▲罗薇薇遗失成都师范学院 （原
名：四川教育学院）环境艺术设计
专 业 毕 业 证 ，证 号 为 ：
509371200906000819，特 此 声
明。

▲黄淑红不慎遗失昌江广亿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恒大棋子湾海湾
明珠楼盘 4栋 319 房《楼宇认购
书》编号为：HHD 0212102，房款
收据编号为：HHD 2152880，金
额为47638元。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雪洋食品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何为2019年6月10日遗失居民

身 份 证 ， 身 份 证 号 ：

460102199712261212，特 此 声

明。

▲海口龙华宣腆种养农民专业合

作 社 遗 失 公 章 ，编 号 ：

4601060313535，声明作废。

▲黄开强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460026199005145154，特此声明。
▲ 王 世 文 ( 身 份 证 号 码 ：
110108196911100010）不慎将海
南台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高尔夫球
俱乐部会员证号为T060184的会
员证书，会员小卡，土地使用权同意
书，入会约定书遗失，声明作废。

广告

东方开拍电视艺术片《追寻》
本报八所6月22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黄婧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和新中国
成立70周年，展现东方市各行各业优秀共产党员
的风采，掀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
热潮，东方市委宣传部、东方广播电视台日前组织
开拍电视艺术片《追寻》。

据悉，此次《追寻》拍摄以“红色”系列为主线，
主要分红色传承、红色记忆及红色未来三个板块，
有来自各行各业的优秀党员、老红军及东方“十大
好人”等群体参与拍摄，旨在展现东方各行各业良
好的精神风貌，同时表达对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
年和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美好祝愿。

海南书法创作培训班万宁开班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 袁宇）6月22日上午，

海南省“迎全国第十二届书法篆刻展”创作骨干培
训班在万宁兴隆开班，来自省内各地的书法创作
骨干60余人参加培训，这是海南日报记者6月22
日从省书协获悉的。

据介绍，本次培训班为期两天，期间安排了名
家讲座、习作点评、现场创作指导三大环节。为我
省书法创作骨干授课的三位老师，均是国家级大展
评委或曾在国家级大展上获得大奖的实力派书法
家，包括中国书协副主席、海南省书协主席吴东民，
上海市书协副主席、中国书协行书专业委员会委员
张卫东，中国书协篆书专业委员会委员傅亚成。

22日上午，张卫东结合自己20多年来参加
国家级大展的经验和16年来组织国家级大展培
训班的心得，从评审机制、创作理念、形式把握、内
容选择、字眼提练等多方面传经送宝。22日下
午，傅亚成对书体选择、内容把握、艺术修养提升、
个人符号强化等方面讲授了创作经验。习作点评
环节，两位老师对我省学员作品的尺幅大小、用字
规范以及字形、结构、墨色、题跋、用纸、用印等技
术细节分别进行了指导。

全国第十二届书法篆刻展将于7月20日结
束征稿，11月分别在陕西宝鸡（行书、草书）、湖南
长沙（楷书、隶书）、山东济南（篆书、篆刻、刻字）分
门别类开展。

本次培训班由省书协、万宁市委宣传部、万宁
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主办。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足球队
（以下简称海经贸队）在6月20日结
束的2019年全国校园足球联赛高
职高专组总决赛中夺得冠军，成为
我省大学生足球队夺得的第一个全
国校园足球联赛总决赛冠军。当决
赛结束哨响时，该队主教练黄闻寰
激动地逐一和队员击掌、相拥，眼泪
在他眼眶里打转。为了这个全国冠
军，这位50岁的汉子在主帅岗位坚
守了13年。

忆当初 “土法上马”

2006年，海经贸学院搬迁到海
口桂林洋大学城，37岁的黄闻寰此
时始任球队主教练。当时训练条件
艰苦，学校足球场还没建成，他就率
领球队在一块简陋的9人场地上训
练。黄闻寰回忆：“场地坑洼不平，
我们简单修整了一下，竖了两个球
门就开练了。”当时，没有合适的球
员，招来的20多人技术非常粗糙，
都是从基本功练起。随后的几年全
省大学生足球比赛中，海经贸队当
上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菜鸟”，见谁
都被谁灭，黄闻寰也因此常被朋友

“讥笑”。“家人都劝我别带队了，但
我自己就是喜欢足球，对冠军充满
渴望，我希望海经贸队能踢出名
声。”黄闻寰说。

黄闻寰没有被失败击倒，相反

他加快了训练和选材步伐。13年
里，黄闻寰到场观看了每次的省中
学生足球锦标赛，看到哪个球员不
错就跑去跟人家“套近乎”。但由
于海经贸是高职院校，无法单招高
水平球员，黄闻寰就关注海师大和
海南大学，一旦有队员没被招到这
两所大学，他马上出手“要人”。黄
闻寰说，那几年真要感谢海南各市
县中学队和海师大、海大队的教
练，是他们给我们海经贸队推荐了
不少本土好球员。像获得本次全
国校园足球赛高职高专组最佳球
员的苏业康，就是当年海口四中的
教练推荐的。多年的“足球公关”，
让黄闻寰近两年落下了痛风的毛
病，但他一直忍痛到球场上坚持带
队训练。

2007年底，海经贸学院建成两
块天然草标准球场，为球队训练提
供了便利。黄闻寰便率队一周5练，
每次两个小时，有时双休日还要约
海口业余强队到校踢教学赛。他
说：“说是每天练两个小时，其实大
多数情况我们是从下午5点钟一直
练到天黑。”

长见识 改变训练方法

2018年，黄闻寰随国内校园足
球教练赴英国曼彻斯特足球学院学
习。他说：“在英国的3个月让我增
长了见识，多次近距离观看曼联和
曼城青年队的训练后，触摸到了先

进的足球训练方法，改变了我不少
足球训练理念。”

“没有对抗的传球，已经从我
的训练中取消了，充其量是训练前
的热身项目。”黄闻寰说。现在，海
经贸队的训练课充满了对抗，就是
体能训练也不再跑圈了，而是大强
度、多次有球对抗训练。战术演练
也是一攻一防，真刀真枪不再玩

“花架子”。“训练方式的改变让我
们尝到了甜头，这次全国比赛小组
对阵江苏队时，我们通过 10脚流
畅的传递，踢进了漂亮的一球，这
个进球连裁判员都忍不住叫好。”
黄闻寰说。

谈未来 多挖足球人才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5年，黄
闻寰率海经贸队赢得全国校园足
球联赛高职高专组总决赛季军，
2018年又夺得该项比赛亚军，今年
终于赢得全国冠军，海经贸队已名
声在外。

虽然获得了全国冠军，但黄闻
寰说他还踏实不下来，今年球队的
两名主力中后卫要毕业了，他还要
招合适的球员填补中后卫空缺。
海经贸学院学生是2+1学制，学生
在校读两年，第3年要实习。他说：

“我们的球员满打满算才能在校训
练两年，我还要多挖一些好球员储
备起来。”

（本报海口6月22日讯）

坚守海经贸足球队主帅职位13年

黄闻寰把“菜鸟”球队带成全国冠军

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揭晓
中国影片《活着唱着》获最佳影片奖 中国演员赵小利获最佳女演员奖

据新华社电（记者孙丽萍 许晓
青）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
人奖”6月21日晚揭晓。中国影片
《活着唱着》获最佳影片奖。

当晚，日本导演箱田优子凭借影
片《在蓝色时分飞翔》摘获最佳导演
奖。印度尼西亚影片《山间生活》获
最佳编剧奖。印度影片《昨夜星辰》
获最佳摄影奖。马来西亚演员原腾
获最佳男演员奖。中国演员赵小利
获最佳女演员奖。

中国影片《活着唱着》聚焦中国
传统川剧艺术。片中演员绝大多数
来自川剧舞台，用真实自然的表现呈
现了川剧的独特魅力与传承。

日本影片《在蓝色时分飞翔》和
印度尼西亚影片《山间生活》都是导
演处女作。前者讲述三十而立的女
性回到家乡，追忆童年往事，后者描
述了山村中的母子情深。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
奖由中国导演宁浩任评委会主席。
此前，宁浩表示，新人导演的独特创
造力、个人风格和审美是重要的评判
标准。

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
设立于2004年，致力于发掘与扶持
亚洲电影的新生力量，发挥亚洲电影
的地域特色，激活亚洲电影多元活
力，推举和表彰亚洲新锐电影人才。

新华社上海6月22日电（许晓
青 杨恺）“王家卫导演给了我们一些
建议，他觉得这个项目比较成熟，建
议我们可以先去圣丹斯国际电影节
走走。”“王家卫导演帮我们分析了瞄
准国际电影节的3分钟预告片应该
怎么做，才更符合要求。”……

香港导演王家卫的名字，成为第
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众多中外青
年电影人提起的热词。曾经担任上
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会主席的
他，今年“下沉”到青年电影人中间，
领衔电影节电影项目创投的评委会，
面对面为年轻人出谋划策。

今年，澳门导演徐欣羡的首部电

影长片《骨妹》进入了上海国际电影
节的展映单元。她与另一名澳门青
年导演黄婷婷，还参与了电影节的创
投培训营，与上海的青年电影工作者
交流互动。

上海国际电影节自1993年创办
之初起就注重与港澳电影人的交流
交往。“以香港电影人为例，他们的视
野更加国际化，他们拥有丰富的经
验，所受的训练很规范，他们是上海
电影人学习的榜样，也是合作的好伙
伴。”上海电影集团董事长任仲伦说。

在21日举行的上海国际电影节
沪港电影合作交流论坛上，任仲伦介
绍了上影最新摄制出品的《攀登者》，

该片导演李仁港、监制徐克，都来自
香港。这部讲述中国登山队勇攀高
峰的作品9月即将上映，同时也是沪
港合作的缩影。

不仅沪港电影界交流热络，持续
“孵化”各类项目，上海国际电影节今
年还与澳门国际影展全面开启“直通
车”机制。

自2017年起，上海国际电影节

就与澳门国际影展尝试合作，当年获
得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
奖最佳影片、最佳摄影、最佳男演员
三项大奖的优秀影片《分贝人生》赴
澳门国际影展进行了特别放映。

今年正式启动的“直通车”机制
包括上海国际电影节向澳门国际影
展推荐新人影片及优秀国产影片；
澳门国际影展推送澳门影片参与上

海国际电影节影展单元及创投项
目。一系列新机制，为澳门当地的
青年电影人进入内地市场创造机
会，也带动内地新晋导演到澳门进
行交流分享。

据悉，澳门有关方面还与上海国
际电影节、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等
建立合作关系，将增进电影人才交流
培养，携手推动影视产业发展。

港澳电影人上海“孵化”未来

参加青超联赛华南区U14组比赛

海南中海队4：0胜恒大队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 通讯员斯文）全国青少

年超级联赛华南区U14A组第4轮比赛6月22日
在广东清远进行，海南中海队在清远恒大足球学
校足球场4：0大胜恒大俱乐部队。

开赛后，海南中海队反客为主，上半场就以
2：0领先。下半场，海南中海队攻势不减。第45
分钟，吴一凡带球到禁区射门，球打到对方身上出
底线获得角球。随后吴一凡开出角球，队友黄研
泰头球一蹭，吴壹跟上补头球进门，3：0。第67分
钟，吴一凡单刀带球进禁区被对方绊倒，裁判员判
罚点球，吴一凡主罚命中。虽然此后恒大队加强
攻势，但中海队防守严密，对手始终没有得分机
会，4：0的比分保持到终场。

据新华社开罗6月21日电（记者
吴丹妮）2019年非洲国家杯足球赛21
日晚在埃及开罗国际体育场揭幕，小组
赛首轮首场东道主埃及以1：0 战胜津
巴布韦。

开赛前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表演，
埃及总统塞西出席仪式并对前来观赛
的各国球迷表示热烈欢迎。

此役，埃及队在上半场并未取得较
为明显的优势，而津巴布韦队则抓住机
会形成了几次颇有威胁的进攻。好在
东道主球迷并未失望太久，上半场第
41分钟，擅长远射的24岁埃及中场球
员特雷泽盖帮助球队拔得头筹，令法老
军团占得先机。

下半场，双方都未有更激烈对抗，

埃及队的换人调整也没有给比赛带来
太多变化，双方最有威胁的几次进攻也
均在比赛接近尾声时。最终，埃及1：0
战胜津巴布韦取得开门红。

埃及此前赢得过7次非洲国家杯
冠军，最近一次是在2010年。2017年
2月的杯赛决赛上，埃及在先入一球的
情况下被喀麦隆以2：1逆转，憾失登顶
的机会，因此许多本土球迷对本届杯赛
的埃及队寄予厚望。

埃及于今年1月获得非洲国家杯
举办权。此前的举办国喀麦隆放弃举
办权，原因是非洲足联认为喀麦隆的办
赛能力与比赛需要差距较大。埃及曾
于 1959 年、1974 年、1986 年和 2006
年举办过四届这一赛事。

巴西国脚威廉拒申花3年合同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6月21日电（记者赵焱）

据巴西门户网站UOL体育21日报道，最后一刻
被主教练蒂特召入国家队参加美洲杯的切尔西中
场威廉拒绝了一份上海申花俱乐部3年的合同。

据报道，申花出价2000万欧元，希望在美
洲杯后引入威廉，同时还支付给威廉1200万欧
元年薪，如果帮助俱乐部提高成绩另有奖金。
此外还包括提供公寓、两辆带司机的用车和部
分机票支出。

但威廉拒绝了这一出价，他希望继续留在欧
洲踢球。威廉目前与切尔西的合同还有一年到
期，他已经在找俱乐部管理层谈话要求续约，他希
望至少续约2个赛季。

报道还称，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竞技俱乐部也
提出购买威廉的愿望，但欧洲媒体认为，除非他们
出价高于申花，切尔西才会谈判。

威廉现年30岁，从2013年起加盟切尔西，代
表巴西国家队参加过2014巴西世界杯和2018俄
罗斯世界杯。本届美洲杯威廉起初并未被召入，
但由于内马尔受伤无法参赛，蒂特急召他入队。

2019年非洲国家杯开赛

东道主埃及首战告捷

中国影片《活着唱着》剧组代表亮相颁奖礼。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6月21日，埃及队球员萨拉赫（中）在比赛中拼抢。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