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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会文烟堆金涛加工店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各一本，
注册号：469005600217426，特此
声明作废。
▲张达连遗失《广东省海口市卫生
局个体行医和联合医疗机构开业
执照》和《医生执业资格证》，证件
编号：粤卫海字第023号，特此声
明。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黄道才遗失座落于万宁市民政
局A幢602室房产证，证号：万城
字第1300308号，特此声明。
▲文昌文城丰云百货商店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90051222093，声明作废。
▲临高县多文逢胜饮食店遗失工
商营业执照副本一本，注册号:
469028600074608，声明作废。
▲海南劲力工程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69005MA5RCE5F9B，声
明作废。
▲东方东海格里香面包店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
469007600129533，声明作废。
▲东方八所可爱雪冷饮店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69007MA5RHJJ65W，声
明作废。

白沙黎族自治县石碌河金波农场
十五队河段采砂场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报告书报纸公示
项目名称：白沙黎族自治县石碌河
金波农场十五队河段采砂场项
目。项目基本情况：项目位于白沙
黎族自治县石碌河金波农场十五
队河段。建设规模及建设内容为：
采砂场的面积32583.7m2，矿区面
积5.4万m2，新建一条年采7.5万
m3河砂项目。中坤永义有限公司
拟投资997.10万元，在白沙黎族自
治县石碌河金波农场十五队河段
采砂场项目。主要建设规模及建
设内容：采砂场的面积32583.7m2，
矿区面积5.4万m2，新建一条年采
7.5万m3河砂项目。中坤永义有限
公司 张永义1351981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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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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儋州丰盛四季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拟向儋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
请注销，债权债务人见报45天内
到本合作社办理相关事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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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

地址：定安县定城镇人民南路118号（定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扣押时间
2018.3.13
2018.3.13
2018.3.13
2018.4.2
2018.4.9
2018.4.13
2018.4.18
2018.5.10
2018.5.16
2018.5.16
2018.5.16
2018.5.16
2018.7.31
2018.7.31
2018.9.1
2018.9.25
2018.9.25
2018.10.8
2018.10.19
2018.10.28
2018.10.31
2018.11.13
2018.11.13
2019.1.05
2019.1.17

扣押地点
定城镇南渡江罗温村三队段
定城镇南渡江罗温村三队段
定城镇南渡江罗温村三队段
定安县富文镇深水溪
定安县富文镇深水溪
定安县富文镇深水溪
定安县富文镇深水溪
定安县富文镇深水溪
定城镇南渡江下山村段
定城镇南渡江下山村段
定城镇南渡江下山村段
定城镇南渡江罗温村一队段
定城镇美钗坡村
定城镇美钗坡村
定城镇城西、罗温三队
定城镇龙州河段
定城镇龙州河段
黄竹镇南海农场绿竹岭村
定城镇南渡江罗温村段
定城镇南渡江高龙村段
定城镇南渡江罗温三队段
定城镇南渡江南山村段
定城镇南渡江南山村段
定城镇南山村南渡江支流河段
新竹镇大路村

扣押物品
无牌四轮拖拉机1辆
南骏六轮车
南骏六轮车
12米长采砂船2艘
12米长采砂船2艘+浮台1艘
6米长采砂船2艘
6米长采砂船1艘+浮台1艘
6米长采砂船1艘+浮台1艘
无牌铲车1辆
无牌六轮车1辆
无牌六轮车1辆
无牌铲车1辆
小型挖掘机
无牌农用三轮车6辆
12米长采砂船
12米长采砂船+浮台1艘
12米长采砂船
皮卡车
无牌四轮拖拉机1辆
四轮拖拉机1辆
无牌农用三轮车1辆
无牌四轮拖拉机1辆
无牌农用三轮车1辆
铲车
铲车

备注
绿色
琼A61Q38
琼C33343

黄色
时代金刚
南骏
厦工
青色
蓝色

琼A92L59

琼01-25768
五征红色
蓝色
蓝色
MYZG
龙工

定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关于对扣押涉案物品处理公告

2018年至2019年执法期间，我局共查扣一批非法采砂涉案
物品，现依法对查扣涉案物品进行公开处理，望涉案物品当事人
在公告发布之日起7日内（2019年7月1日前）携带相关有效证件
及材料来我局接受处理，逾期仍未来处理者将依法对其进行公开
处置。特此公告。

附：暂扣物品清单
定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9年6月24日
暂扣物品清单

尊敬的包伟先生：
我司开发的“中华坊”三期海棠园19号楼，已获得预售许可证，我司

曾于2018年9月29日在海南日报公告。依据我司与您于2017年3月6
日签订的《中华坊分销协议》第三条约定：“甲方获得预售许可证起十五
日内，乙方须持分销协议原件及保证金原件带购房人到甲方营销中心签

订《澄迈县商品房买卖合同》”，截止至2019年6月23日，您仍未履行协
议约定的任何义务。为此，我司再次通知您，自本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
请您前来我司处理您分销的中华坊三期海棠园19号楼1402号房的分
销事宜，完成履约，否则我司将依法依约解除分销协议。

特此通知。
海南金源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6月23日

通 知

严正声明
近日，有不法分子盗用海口市担保投资有限公司原网站

www.hkdb.com.cn发布虚假投资项目，并伪造海口市国有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下称市国资公司）及下属海口市创新产业投
资有限公司（下称市创投公司）名义为项目提供担保，以高额回
报诱骗投资者。在此，市国资公司、市创投公司联合严正声明：

一、市国资公司、市创投公司未为域名为www.hkdb.com.
cn的网站及其关联手机APP上发布的任何投资项目提供担
保。我们对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二、市国资公司、市创投公司将依法向公安机关和有关监
管部门报案，并保留向不法分子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敬请广大投资者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特此声明。
海口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海口市创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6月23日

遗失声明
兹有海南三叶制药厂有限公司名下绿谷康都:住宅权证号:

HK341237、HK340409、HK341264、HK341093、HK341124、

HK211282、HK211186、HK244277、HK341291、HK341364、

HK314716、HK314720。 铺 面 权 证 号: HK314683、

HK314677。地下车库权证号: HK346490、HK345791、

HK346501、HK345764、HK345770、HK345775、HK346495、

HK345774、HK346499、HK346516、HK345765、HK346487、

HK346519、HK345760、HK345779、HK345783、HK346503、

HK345780、HK345773、HK345777、HK345769、HK346496、

HK345763、HK346518、HK346497、HK345790 不慎遗失。

特此声明。

公司新品牌
从2019年5月3日开始我们有新品牌。严迅奇建筑师事

务 所 有 限 公 司 (Rocco Design Architects Associates
Limited) 将以母公司身份执行新业务，取代许李严建筑师事
务有限公司 (Rocco Design Architects Limited)。

所有于上述日期前已由原营业公司「许李严建筑师事务
有限公司 (Rocco Design Architects Limited)」承办的项
目，将继续由原营业公司处理直至有关项目完成为止。

为免混淆, 本集团亦藉此澄清，「许李严设计(亚洲)有限
公司(RDL Asia Limited)」并非本集团公司，亦没有任何人
事、业务或其他方面与本集团公司有任何关联。

香港总部电话: (852) 25280128
深圳分部电话: (86 755) 36801888
电邮: dt@rocco.hk
网址: www.rocco.hk

严迅奇建筑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海南三叶医药物流管理有限公司49%股权增资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06HN0083号

受委托，现对海南三叶医药物流管理有限公司增资扩股49%股
权，公开募集资金引进投资者发布公告如下：

一、增资企业基本情况
海南三叶医药物流管理有限公司于2006年1月24日成立，注

册资本100万元，是海南首家第三方医药物流企业。目前公司主要
经营业务是为省内医药企业提供药品仓储、配送管理服务，共入驻
273家医药、器械企业，占海南医药物流行业市场1/3以上。公司配
备两个作业库，共计16462㎡。截止2018年8月31日，公司资产总
额为 9,567,879.65 元，负债总额为 6,915,933.04 元，净资产 2,
651,946.61元，本次标的公司增资扩股采用市场收益法评估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为8,856,352.57元。

二、本次公司增资扩股49%股权（混改）引进投资者，公司注册
资本金由100万元增至5000万元，拟募集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8,349,612.7元。若投资方摘牌价超出挂牌价格，溢价部分计入资
本公积，目标公司原股东和投资方按持股比例享有相应权益。募集
资金用于建设多功能一体化现代化现代医药物流园区，培育集医药
仓储、物流配送、医药贸易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提升医药物流公
司市场核心竞争力。

三、公告期为2019年6月24日至2019年8月19日。增资方
式、对投资人的资格要求及增资条件等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
（http://www.hncq.cn）、E交易网（http://www.e-jy.com.cn）海
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ggzy.hi.gov.cn）查询。联系方
式：海南产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
楼)，电话：66558003施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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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2019年6月24日

关于海南京润珍珠有限公司和三亚京润珍珠文化馆
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价格调整并延期挂牌的公告

根据委托方来函，海南京润珍珠有限公司100%股权转
让由原价格32310万元调整为29000万元，三亚京润珍珠文化
馆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由原价格13500万元调整为8500
万元，挂牌期延长至2019年6月28日，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
易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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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19李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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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6月24日

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现需处置一批报废电脑、显示器、打印机、

扫描仪、UPS主机等电子设备，有意者请

在登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参加竞价购

买，联系电话：66562073。

辞去公司董事长、退出董事会的声明
本人符振姜，由于个人原因，本人现辞去海南旅宿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旅宿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退出董事会，不再参
与旅宿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并无偿转让个人及所控股公司所持
的旅宿公司的所有股份。

一、辞去旅宿公司董事长职务、退出董事会：本人已于2019年
6月18日正式递交辞职报告，辞去旅宿公司董事长、并退出董事
会，不再参与旅宿公司的-切经营管理活动，公司董事会已经做出
决议，同意本人辞去公司董事长，退出公司董事会，自2019年6月
18日即日起生效。

二、无偿转让所有旅宿公司股份：本人原持有的旅宿公司股份
(70%) 及本人控股公司(深圳市兔游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海南游通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旅宿公司股份(合计30%),全部无偿
转让给叶晶等股东，部分已做了工商变更，部分做了公证，本人不
再享有旅宿公司的所有权益，也不再承担旅宿公司的任何责任。

本人保证以上声明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此致

旅宿网创始人
海南旅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符振姜

2019年6月20日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高中男
子组比赛22日在山东滨州结束，海南
中学队获得了季军。这是海南的中学
生足球队在该项赛事中取得的最好成
绩。6年前，海中足球队还是省内中
学生足坛二流球队。缘何海中队6年
后能成为国内中学生足坛的强队？该
校副校长陈辉认为，学校的重视、海中
浓厚的足球文化和教练组的努力，让
海中足球队不但再次称雄省内，还成
为了国内强队。

海南中学足球氛围浓厚，每年下半
学期，每个年级都要举行年级联赛，每
个班都要参加。陈辉说，对这项比赛同
学们都很期盼，海中八成男生参加过年
级足球赛，为了班级的荣誉，每名球员

在比赛中不遗余力。这项比赛的举办
给海中学生传播了足球文化，让大家
在比赛中感受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品尝到胜利的喜悦和失败的痛苦。

2013年，王存得担任海中队主教
练，海中足球队跌入谷底，名列当年省
中学生足球锦标赛第8名。王存得
说：“那年情况糟糕，我们刚好凑齐18
个人参赛。”此后王存得开始率队“爬
坡”，2014年，为了让小球员尽快成
长，王存得有意派出了5名初三年级
的球员参加省中学生比赛。事实证明
他这步“险棋”走对了，这5名球员后
来成为了海南中学队夺得 2017 和
2018年全省中学生足球赛冠军的主
力球员。这期间，王存得还走了一段

“弯路”，他说：“原本我一天两练，让队
员出早操，后来发现队员出早操后较

为疲劳，影响上午的学习，便取消早
操，改为一天一练。”此举保证了海中
队球员能有精力学文化课。今年共有
9名海中队高三球员提前被录取，其
中5人进入了211大学。

王存得是我省第一批赴英国学习
的校园足球教练，在英的3个月学习，
王存得了解了英国式青训。他说：“我
主要了解到了人家的青训是怎么练
的。英国的足球少年都是发自内心的
喜欢足球，教练除了教技战术以外，还
要对小球员进行心理训练和社交能力
的训练。在我观摩的所有训练中，我
从未看到教练员大声呵斥或者体罚小
球员的现象，这一点让我很震惊。这
正是英国青少年训练时间并不长，但
效果却很好的原因。”

王存得从英国回来后，在训练中一

改以往较为“火爆”的脾气，为海中校队
植入了英国青训文化。“这两年我们队
内气氛融洽，教练员和队员之间关系平
等。”一个好汉三个帮，海中队这几年得
到了张杨帆、邱明和黄辉等几名前职业
球员的帮助，他们多次给球队上技战术
课。海中队的教练团队共有4人，在省
内中学生足球队中算是“庞大的”，领队
夏明勇专门负责后勤工作，并兼任球员
的心理辅导老师，王存得和李西平负责
技战术训练，守门员教练古利权专职门
将训练。海中队一号门将李旺泽在本
次比赛的点球大战中扑出了好几个点
球，古利权的训练功不可没。

海中队赛前集训恰逢高考前期，
球队无法在海中球场训练。省足协关
键时刻伸出援手，邀请海中队到省足
协裕东青少年基地进行了近10天的集

训。王存得说，裕东基地的场地条件
非常好，球员们练得很投入。今年的
端午节期间，海中队全体球员和教练
组成员都没有回家过节，备战2019全
国小组赛总决赛。参加高考的几名球
员高考一结束，火速乘飞机赶赴赛场。

去年，海中队获得了全国总决赛第
6名，这是海南中学生球队获得的最好
成绩。今年在比赛之前，海中队是奔着
冠军去的。王存得说，参加总决赛的球
队实力相当，胜负就看临场发挥，我们
有信心向冠军发起冲击。陈辉说：“获
得冠军的华南师大附中队在半决赛中
和海中队踢得难解难分，下半场我们还
占有优势，点球大战时我们领先对手两
球，只要我们的队员再罚进一个球，海
中队就进决赛了。可惜被对手翻盘。”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

6年前仅列全省中学生赛第8名，今年赢得全国“校足赛”高中组季军

海中足球队是如何实现蜕变的？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尤
梦瑜）6月23日，由海南省合唱协会
和海南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共同举办
的首届海南省“南海和声”合唱展演首
场音乐会在海南大学举行。来自海南
省华韵乐团合唱团、海南农垦直属第
二小学“哆来咪”童声合唱团、海南红
棉合唱团、海南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
合唱团等省内优秀合唱团体以饱含深
情的歌唱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送上
祝福。

为了进一步引导省内各合唱团体
和合唱爱好者正确认识合唱、参与合
唱并高水平开展合唱活动，省合唱协
会创立了“南海和声”合唱展演平台。
23日的音乐会上，这些省内优秀团队
演唱了《忆秦娥·娄山关》《沁园春·雪》
《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琼崖捷
报》《长征长征》等红色经典音乐作品，
还为观众送上了《我的深情为你守候》
《母亲的微笑》《龙船调》《大江东去》等

能够反映合唱艺术魅力的优秀歌曲。
一首首歌曲在富有艺术感染力的混
声、男声、女声、童声等合唱形式的演
绎下打动人心，引来阵阵掌声。

合唱，作为一种群众参与度较高的
艺术形式，对推动群众艺术发展、增强
城市文化氛围有着积极意义。据介绍，
近年来，海南省合唱事业发展迅速，在
省合唱协会的推动下，目前协会下属已
有近40个合唱团体。在海南文化艺术
事业的快速发展中，团队的合唱水平也
在不断地提高，多个合唱团队在国内外
大赛中斩获佳绩。省合唱协会还组织
举办了各类合唱节等活动。

据悉，省合唱协会还将于7月28
日举行首届海南省“南海和声”的第二
场展演音乐会，届时海南省老干部艺
术团合唱团、海口琼山海韵合唱团、三
亚之声合唱团、海南兰心爱乐合唱团、
海南师范大学蓝韵合唱团等合唱团将
登台亮相。

省“南海和声”合唱音乐会举行

6月23日，在女足世界杯16强赛比赛中，挪威队在常规比赛时间内与澳
大利亚队战成1∶1平，并在随后的点球大战中以4∶1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八
强。图为挪威队守门员耶尔姆塞特（左三）在比赛中扑救。

在另一场比赛中，德国队3∶0轻取尼日利亚队晋级八强。 新华社发

澳大利亚出局 挪威进八强

孙雯谈中国女足

与强队的差距
并非不可逾越

1999年，孙雯以队长身份率领中
国女足打入世界杯决赛，帮助中国队登
上一个巅峰。20年后，她第一次以技术
分析员的角色出现在女足世界杯赛场，
从宏观层面把脉世界女足发展趋势。

她透露，自己在现场观看了中
国队的前两场小组赛，从直观感受
来说，中国队基本发挥出了水平。

但她同时表示，球员们在单位时
间内的爆发能力、力量等需要进一步提
升。比赛中虽然创造了防守反击的机
会，临门一脚的能力还需要提高。“和
欧洲球队相比，我们的个人能力还是
有差距，但这并非不可逾越，我们通过
团队的整体表现，也有争胜的可能。”

孙雯感觉，经过多年发展，现代
足球对球员能力的要求更高了。

（据新华社巴黎6月22日电）

三亚周末音乐汇
上演芭蕾舞剧

本报三亚6月23日电（记者李艳玫 徐慧玲）
6月22日晚，在三亚市大东海广场中心舞台，吉
阳区周末音乐汇活动如期而至。当晚进行的是芭
蕾舞国际艺术专场表演，椰影婆娑中市民游客享
受了一场高雅的视听盛宴。

伴随着优雅的音乐，芭蕾舞者在舞台中央
踮起脚尖翩翩起舞，选自经典芭蕾舞剧《堂吉诃
德》片段的芭蕾舞拉开了整场演出序幕。在接
下来的2个小时中，《天鹅之死》《胡桃夹子》《睡
美人》等经典芭蕾舞剧片段接连上演，让观众们
充分领略到了足尖上的艺术魅力。在节目编排
上，演出团队还将芭蕾舞与钢琴、小提琴等乐器
相融合，在《卡农》《天空之城》等大家耳熟能详
的旋律伴奏中，芭蕾舞所表达的意象更加引起
观众的共鸣。

海口街演集结号活动落幕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郭萃）6月22日

晚，2019“in海口”海口街演集结号活动在海口骑
楼老街落幕，在为期两周的活动中共吸引30余万
人次，通过线上线下关注海口城市宣传短视频。

当晚，通过活动前期网络人气评选脱颖而出
的11组街演团队及歌手，在海口骑楼老街展开激
烈角逐。最终，杨文强以29.37分的成绩，荣获此
次活动的街演冠军，并获得1万元奖金。

我省百所幼儿园老师
将参加武术培训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张期望）6月23
日，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海南省首届幼儿园武术
教练员、体智能辅导员学习班28日将在海南省师
范大学体育学院（桂林洋校区）开班。

据了解，本次学习班由海南省师范大学体育
学院、全国学校武术联盟海南分盟、海南省武术协
会联合举办。本次为公益培训，目的是为全省幼
儿园培训具有安全、专业，适合幼童启蒙年龄段的
武术和体智能教学内容及实施方式方法。本次学
习活动参训人员不限年龄，不限性别，有爱心、耐
心、乐于奉献幼儿教育的人士都可以参加。

本次学习班教学团队主要由海南师范大学武
术系老师组成。学习培训结束后，考核合格者将
获得海南省武术基础教学教练员证书，截至记者
发稿时已有一百余所幼儿园的老师报名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