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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招聘
三亚恒大综合楼小区物业管理对

社会公开招聘地址：三亚市天涯区

解放三路698号，联系人：杨女士

电话：18901110011 冯女士 电

话：13086061230恒大综合楼小区

总建筑面积 18673.07m2；A、B、

C 三栋楼，地下，地上停车位100

个。欢迎有资质、有责任心、虚心

为业主服务，管理经验在三年至五

年以上的物业管理公司参与竞聘。

招 聘 供 求

▲黄良宛不慎遗失集体土地使用
证，土地证：文集用（2011）第
013058号，特此声明。
▲黄宏师不慎遗失集体土地使用
证，土地证：文集用（2011）第
013057号，特此声明。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海南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招
投标交易中心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开户银行：交通银行海南省分
行营业部，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Z6410001148301， 账 号 ：
461600100018010315021，声 明
作废。
▲海南永衡旭泰实业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已备案），现声明作
废。
▲文昌清澜华玲鲜肉蔬菜店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2469005MA5RGCGTXG，
声明作废。
▲文昌清澜川西小面馆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9005MA5T22KA8X，声 明
作废。

▲邢维奋遗失海南增值税普通发

票，票号：06191599，特此声明。

▲ 刘 涛 遗 失 身 份 证 ，证 号 ：

610302197111244011，声 明 作

废。

▲海南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招

投标交易中心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开户银行：交通银行海南省分

行营业部，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Z6410001148201， 账 号 ：

461600100018010314925，声 明

作废。

▲文昌清澜奕彪工程机械设备租

赁部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2469005MA5T7MFH55，声 明

作废。

注销公告
三亚禾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拟向

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之日起45

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土地寻求合作
33.02亩土地征集合作方，期限5
年，位于万宁市万城镇万安大道南
侧，划拨类仓储用地，需要合作友
清理现场，情况了解现场勘查时间
为2019年 6月29日至7月7日，
报价时间为2019年 7月8日至7
月 12 日 ，联 系 人 ：杨 先 生
13976686913。

海口云龙镇约170亩农场转让
联系人：孙先生13337668927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黄宏军不慎遗失集体土地使用

证，土地证：文集用（2011）第

013051号，特此声明。

▲海南罗安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号 ：460100620027730，声 明 作

废。

▲李海霞遗失海南恒大金碧天下

207- 1601 购 房 认 购 书 ，编 号

1903396；房款收据 1 张，编号

HN1846131，维修基金一张：编号

HN1846134，代收费一张：编号

HN1846134，声明作废。

▲詹声冠2019年6月18日晚遗失

身 份 证 ， 证 号 ：

460100197808082719，声 明 作

废。

海南融商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9年 07月 09日
15时在海南融商拍卖有限公司拍
卖厅公开拍卖：1.琼D37036尼桑
牌轿车，参考价：1 万元；2.琼
OA268 警尼桑牌轿车，参考价：
0.8万元；3.琼 D3BY77尼桑牌轿
车，参考价：1万元；4.琼D3BK88
别克牌轿车，参考价：0.7万元。竞
买保证金0.5万元/辆。展示时间
及地点：7月7-8日，地点：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海榆路县城新二
区。有意者请于2019年7月8日
17时前缴纳竞买保证金并办理竞
买手续。电话：0898-6855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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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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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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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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注销陈训锋名下2011048107号集体
土地使用证和补发该土地权益证书的通告

海资规〔2019〕3966号
陈训锋向我局申请办理土地证丢失补办业务。经查，该宗地

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永德村委会纯雅村，土地证号：海口市集
用（2011）第048107号《集体土地使用证》，面积156.90平方米。该
证已于2019年5月31日在海南日报B03版登报遗失，声明作废。
现通告注销，上述土地证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凡对此有异议者，请
自通告之日起十五天内向我局秀英分局提出书面证据材料，逾期，
视该权益无异议，我局将按有关规定办理。特此通告。

（联系人：张先生 电话：68923086
联系地址：海口市丘海大道25号国土秀英分局)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6月20日

为贯彻落实《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商务部<推动重点
消费品更新升级 畅通资源循环利用实施方案（2019—2020
年）>》文件精神和《海南省清洁能源汽车推广2019年行动计
划》的要求，积极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增强市场消费活力，合
理满足群众和企业购车需求，经省政府同意，现就新能源小客
车增量指标申请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2019年7月1日—
2020年12月31日期间，本省全面放开新能源小客车增量指
标申请资格条件及数量。单位和个人申请新能源小客车增量

指标资格条件及数量不受《海南省小客车保有量调控管理办
法（试行）》限制，可按需申请新能源小客车增量指标。二、单
位和个人可通过海南省小客车保有量调控管理信息系
（www.hnjdctk.gov.cn）或到当地调控服务窗口申请新能源
小 客 车 增 量 指 标 。 咨 询 热 线 ：68835091、68835092、
68835099。咨询时间：周一至周日上午8:30—12:00；下午
14:30—18:00。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 2019年6月30日

海南省公安厅关于 2019—2020 年全面放开
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申请资格条件和数量的通告

QSF-2019-280003

关于海南省琼海市
博爱花苑项目规划设计方案的公示
项目建设单位为唐桂芳，项目位于琼海市嘉积镇爱华路紫瑞区南侧。

用地面积为15999.6平方米（约24亩），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为：总建筑面积为
36883.33㎡（其中计容建筑面积 29477.58㎡）,容积率 1.8，建筑密度
24.32%，绿地率40%。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与建议，现按
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7月1日至7月9日）。2、公
示地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http://qionghai.hainan.gov.cn/
zfxxgkzl/bgt/bm/gtj/gkml/）、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a3、公示意见反馈
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qhsghwyh@126.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
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518室；地址：琼海市金海北路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邮编：571400。（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
视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便于我局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
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咨询电话：0898—62822440，联系人：孙先生。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6月28日

关注第十一届海南书香节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 通讯员
雷志）第十一届海南书香节“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系列活
动之“追寻烈士足迹，传承红色基
因”主题报告会，6月30日下午在
海南中学三亚学校鳌山讲堂开讲，
海南凤凰新华出版发行有限责任公
司特邀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特聘教授刘玉平来琼，讲述其父
刘光典烈士光荣的传奇人生。

报告会上，刘玉平讲述了他与

哥哥、姐姐历时30年往来奔波于大
陆和台湾之间，寻找父亲刘光典在
台湾进行隐秘战线斗争的历史证
据，据此经历，刘玉平执笔撰写了
《寻找父亲——刘光典烈士的红色
足迹》一书，还原了刘光典烈士从事
革命工作、进行隐蔽战线斗争的传
奇经历和牺牲前后的历程。该书今
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小
说《潜伏》作者龙一作序。

据了解，刘玉平目前任中共中

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特聘教授，
井冈山干部培训学院、全国青少年
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延安干
部培训学院特聘讲师，专门从事红
色基因教育传承工作。

本次报告会由三亚市委宣传
部、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
三亚市教育局指导，海南凤凰新华
出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人民出版
社主办，三亚新华书店有限公司、海
南中学三亚学校承办。

刘玉平三亚讲述父亲刘光典传奇人生
6月30日凌晨，随着瑞典女足以2：1淘汰德国女足，2019女足世界杯

四强诞生。半决赛对阵为：瑞典队VS荷兰队，美国队VS英格兰队。图为
瑞典女足球员在德国队门前庆祝进球，晋级四强。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海南省诗词学会换届
本报海口6月30日讯（记者卫小林）海南省

诗词学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6月30日在海口
召开，来自全省各地的170余名代表与会，选举产
生了省诗词学会新一届理事会和领导机构。

会议审议通过了郑邦利会长代表第四届理事
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修改了学会章程，选举产生了
新一届理事会和领导机构。谢世强当选为第五届
省诗词学会会长，王宝珉、王健强、张金英、林志
坚、林星煌、郑尚越、莫少玲当选为副会长，王健强
兼任秘书长。

会议号召全省诗词界同仁，不忘初心，增强文
化自信，在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中勇担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诗词的历史使命，打造具
有海南特色、本土风味和生态优势的诗词品牌，为
新时代谱写新篇章。

中冠联赛厦门赛区比赛结束

陵水鼎力队跻身全国16强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经过7天4轮激烈角

逐，2019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中冠
联赛）厦门赛区比赛6月30日结束，陵水鼎力队
以赛区第一名身份跻身全国16强。

在前3轮比赛中，陵水鼎力队3战3胜积9
分，居赛区榜首。湖北武体队3战2胜1平积7
分，居赛区排名次席。第4轮陵水鼎力队和湖北
武体队相逢，陵水鼎力队只要战平就出线。结果，
双方在第4轮比赛中以2：2握手言和，陵水鼎力
队最后以4战3胜1平的战绩获得厦门赛区第一
名，并赢得进入第二阶段全国16强赛的资格。

获厦门赛区第2名至第5名的球队依次是湖北
武体队、万宁腾骥队、宁波大榭队和厦门真豪队。

本报那大6月30日电（记者王
黎刚）中国海南儋州第十届国际象棋
特级大师超霸战6月30日在儋州开
赛，吸引中国选手余泱漪、韦奕、王皓，
俄罗斯选手阿杰梅耶夫、伊纳尔基耶
夫，匈牙利选手拉波特·理查德，埃及
选手巴西姆·阿明，印度选手维迪特·
古吉拉特共8名国象特级大师参赛。

本届赛事历时8天，总奖金6万
美元。6月30日进行的首轮4盘对局

中，有两盘分出胜负，余泱漪执白战胜
印度棋手维迪特·古吉拉特，为棋迷奉
献了一盘精妙对决。同时，俄罗斯选
手伊纳尔基耶夫执黑战胜了埃及棋手
巴西姆·阿明。中国棋手王皓和韦奕
仅对弈20多回合，便三次重复作和。
随后，两位年轻棋手匈牙利的拉波特·
理查德和俄罗斯的阿杰梅耶夫也在平
衡局面中三次重复和棋。

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

副主任、国际棋联副主席、中国国际象
棋协会副主席、国家队总教练叶江川，
四届国象女子世界冠军侯逸凡，奥运
跳水冠军许艳梅以及欧洲女子国际象
棋锦标赛冠军艾莉娜·卡什林斯卡娅，
塞尔维亚国际象棋锦标赛冠军约瓦
娜·拉波尔特以及儋州市领导等嘉宾
参加开幕式。开幕式还举行了棋手抽
签仪式。此外，举办方在赛事期间还
设有系列活动，让棋迷零距离感受特

级大师的风采和国际象棋的魅力。
儋州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十

年磨一剑，海南儋州国际象棋特级大
师超霸战从2010年起，经过10年探
索实践，从国内顶级赛事发展成为国
际高水平知名赛事，品质越来越高，影
响力越来越大，参与者越来越多，有力
促进了儋州文化、体育和旅游产业的
融合发展，为儋州打造海南西部文体
和旅游中心，建设文化体育强市，提升

城市综合竞争力注入强大动力，成为
儋州对外开放交流的重要载体，成为
推介和展示海南形象、儋州形象的一
张靓丽名片。

本届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
动管理中心（中国棋院）、中国国际象
棋协会、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厅、儋州市人民政府主办，儋州市旅游
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海南省国际象棋
协会承办。

儋州第十届国象特级大师超霸战开赛
8名国内外国际象棋特级大师参赛

本报文城6月30日电（记者李
佳飞 通讯员彭靖）6月30日上午，公
安题材电影《欧卡纸牌之记忆迷踪》
（以下简称《记忆迷踪》）在文昌市航
天国际影视中心正式开机。

该片根据公安系统真实案例改
编，是中国首例讲述用欧卡纸牌破案
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真实讲述了海
南警界犯罪心理学专家乔伟的英雄
事迹，全片故事情节集中，悬念迭出，
反映了人性深处的善与恶、丑与美，

讴歌了人民警察高尚的英雄情怀。
《记忆迷踪》由海南省金盾影视

文化演艺有限公司、海南省文昌市航
天国际影视中心、后勤保障部金盾影
视中心、中视子程影视投资管理（北
京）有限公司联合摄制出品。文昌市
航天国际影视中心由海南省金盾影
视文化演艺有限公司和文昌市人民
政府联手共建，是今年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建设第四批集中开工和签约
的重要项目之一，是文昌市重点打造

的航天国际文化旅游品牌，拟建影
视、动漫、创意文化产业、航天国际影
视学院、国际影视数字内容贸易服务
平台等总部基地。

文昌市航天国际影视中心董事
长张伟表示，《记忆迷踪》是一部题材
新颖独特、立意鲜明深刻，集思想性、
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电影，该片主
要在文昌拍摄，将对文昌市航天国际
影视中心的发展和文昌当地文化经
济建设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电影《欧卡纸牌之记忆迷踪》文昌开机

女足世界杯四强诞生
瑞典荷兰、美国英格兰半决赛相遇

海口市秀英区举办
新时代文明实践大合唱比赛

本报讯（见习记者习霁鸿 记者计思佳 通讯
员陈创淼）“壮丽70年，唱响新时代”——海口市秀
英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暨新时代文明实践大
合唱比赛日前在海口假日海滩举行，该区机关、街
道、乡镇和卫生、教育等系统共13支队伍参赛。

比赛中，13支队伍分别带来了《不忘初心》
《走向复兴》《我和我的祖国》《今天是你的生日，我
的祖国》《祖国，慈祥的母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歌唱祖国》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唱
出了对党、祖国的炽热感情。现场听众受到感染，
纷纷自发参与到大合唱中。

经过角逐，最终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代表队
摘得金奖，秀英区教育局代表队、石山镇代表队获
得银奖，秀英街道代表队、秀英区卫健委代表队、
海秀镇代表队、东山镇代表队获得铜奖。

半决赛对阵（北京时间）
7月3日 3：00 英格兰vs美国

7月4日 3：00 荷兰vs瑞典

（央视5套体育频道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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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交通银行广东省分行依
托南沙自贸区“先行先试”的平台优势，
该行南沙分行联动交通银行香港分行成
功为南沙自贸区内某汽车装饰民营企业
办理全国首例中资银行境外分行不动产
抵押项下的跨境融资，引入境外低成本
贷款4000万元。

2018年，交行南沙分行走访区内某
民营企业时，了解到该企业的境外融资
需求，随即该行联系交行香港分行开展

合作，但在业务办理中，需将企业位于广
州市南沙区内的不动产抵押给交通银行
香港分行，而目前政府尚无相应规章就
中资银行境外分支机构办理跨境抵押业

务给予明确指引，在落实放款过程中面
临着重重困难。

为此，交通银行广东省分行和该行
国际部携手交行南沙分行与市、区政府

部门、监管机构、境内外律师事务所及香
港分行沟通，在得到国家外汇管理局广
东省分局、人行跨境办、广州市地方金融
监督管理局等单位的支持下，最终获批

跨境不动产抵押业务银行试点，成功办
理全国首例“中资银行境外分行跨境抵
押”的融资业务，为全国提供了可复制的
推广经验。

据了解，该项业务是交通银行在
跨境融资业务上的又一大胆创新，既
解决了传统信用方式下获批跨境贷款
额度有限、中小企业申请审批难等问
题，又打通了境内外资金、资产流通渠
道，为企业境内优质资产盘活，降低融
资成本提供了更多元化的渠道，也为
依托粤港澳大平台，解决民营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难题，提供了宝贵的实
践经验。

交通银行：

推动境外分行不动产跨境抵押业务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