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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遗失声明
昌江黎族自治县旅游产业发展局

遗失海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票号 0323610760、0323610779、

0323610787、 0323610795、

0323610816，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万宁万众渔业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琼万渔03078号船中华人民共

和国渔业捕捞许可证，证书编号：

（琼渔政）（2004）第HY-000615

号，声明作废。

▲海口双源燕贸易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

460100000305275，声明作废。

▲罗欢不慎遗失二级建造师执业

资格证书（市政公用工程），编号：

No463788，声明作废。

▲洋浦涵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60300000017206，声明作废。

▲儋州那大枝茂火山灰经营部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69003600303809，声明作废。

▲儋州那大米粒保健品咨询服务

中心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60000MA5T9BWC33，声 明

作废。

▲海南省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

不慎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各一

枚，声明作废。

▲文昌会文烟堆多兴虾苗场遗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

469005600222745，声明作废。

▲海口美耀兄弟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16837701，声明作废。

▲海口美耀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财

务专用章不慎遗失，现声明作废。

▲临高县临城响华百货店遗失税

务登记证正本，纳税识别号:

430521198901215216，声 明 作

废。

▲陵水椰林北斗銮音汇洗车美容

维修厂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69034MA5T2BU20B，现 声

明作废。

▲三亚丽姐关东风味铁锅炖菜店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92460204MA5REG0C93，声 明

作废。

▲胡金峰遗失海南省中南西海岸

服务有限公司儋州分公司封阳台

押 金 单 收 据 一 张 ，单 号 码:

HNZZXHA201700163576，金额

10000元整，声明作废。

▲叶开武遗失石碌镇建设西路安

居文明小区C栋401号房产证，证

号：昌房字第（05343），声明作废。

▲临高县临城镇临山居民委员会

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临高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5117901，声明作废。

▲临高县国营加来农场供销公司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各一本，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460028201560514，现声明作废。

▲海南燃语空间装饰设计有限公

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1433703，声明作废。

▲洋浦学生爱好用品店遗失营业

执 照 副 本 ， 注 册 号:

460300600019042，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美康建材商行遗失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各一本，纳税人

识别号：350583198107240026，

声明作废。

▲吴日平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证

号：4601990013025177，特此声

明。

▲武钢集团海南有限责任公司（原

公司名称:海南鹏达钢板联合有限

公司）遗失坐落于澄迈县老城经济

开发区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证

号：海南建设厅91-38号，声明作

废。

▲海口美兰福海药行遗失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0108MA5RHDTN1E，声 明

作废。

▲郭海花不慎遗失税务检查证，证

号：琼税稽 4600190098，声明作

废。

▲三亚华达川丽食品商行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保亭致远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469035000010722，现声明作废。

▲儋州夏日广场商业有限公司遗

失海南美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福

朋喜来登酒店分公司开具的增值

税专用发票一份，发票号码：

00365276，声明作废。

▲定安县妇幼保健院遗失基本存

款账户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1211803，声明作废。

▲陵水椰林陵城世陶磁砖店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92469034MA5T4QA092，

声明作废。

▲海南飞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公

章因破损，声明作废。

▲三亚天一梦天实业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洋浦涵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
号460300000017206向洋浦经济
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召开股东会议的通知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以及公司实际情况，经由公司
董事长陈苏航召集，决定召开公司
股东会，涉及公司股权转让等事
宜，会议定于2019年8月17日上
午9时在万宁华亚置业有限公司
办公室召开，请股东林光准时到
会。

万宁华亚置业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7日

认尸公告
2019年06月19日9时许，三亚市
公安局吉阳分局荔枝沟派出所接
群众报警称在三亚市万科森林公
园高尔夫球场人工湖内发现一具
尸体，死者为男性，年龄约25岁，
身高约160CM，穿米黄色长袖上
衣，黑色裤子，光脚。为早日确定死
者身份，望其家属或知情者与荔枝
沟派出所联系，联系电话:麦警官
13976309983、0898-88381478。

注销公告
三亚向南营销顾问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20057306401XH）拟 向 海
南省三亚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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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鑫果地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460200001156005,
拟向三亚工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
债权债务人自见报日起45天内到
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关于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

账款的公告
目前，我镇拖欠南宝综合加工厂
0.7万元，拖欠六合贸易公司2万
元，拖欠立基南宝公园临高公司3
万元。为加快清理拖欠民营企业
中小企业账款工作，请上述公司法
人与我镇联系，协商解决拖欠账款
一 事 。 联 系 方 式 ：0898-
28422057。特此公告。

临高县南宝镇人们政府
2019年7月17日

注销公告
三亚西海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信用代码 914602002013574799
拟向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
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海南华荣置业有限公司信用代码
91469027594913041T 拟向澄迈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前
来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第190717期）

受委托，我司定于2019年8月7日
上午10:00时在我司拍卖厅公开
拍卖：海口市龙昆北路住宅楼3幢
102房。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
日起至2019年8月6日下午4时
止。竞买保证金：6万元人民币。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8月6日
下午5时前来我司了解详情并办
理竞买手续。公司地址：海口市秀
英区丽晶路9号丽晶温泉海景花
园 听 涛 居 15A, 电 话 ：0898-
68598868 18889413333

注销公告
三亚海风画艺有限公司拟向三亚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手续。

注销公告
三亚鹿阁阁实业有限公司拟向三
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
债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手续。

减资公告
公司于2019年7月15日召开股东
大会决议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共计 3,503,500 股，此次注
销将使得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154,166,218元减少至人民币
1,150,662,718元。公司特此通
知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
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公司将依
法减资。特此公告。联系人：秦
庆，联系电话：0898-88710266，
联系地址：三亚市吉阳区落笔洞路
53号君和君泰和悦楼5层证券部。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6日

遗失声明
海南金源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公司行政公章、合同专

用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私章各壹

枚，特此声明作废。

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遗失公告
严建东位于那大镇龙腾西四街22

号（原那大卧龙住宅小区第A150

号）《不动产权证》（证号琼（2017）

儋州市不动产权第0005948号）不

慎遗失，现声明作废。凡有异议

者，请自公告之日起15天内向儋

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否则届

时将注销该房屋所有权证，按有关

规定予以补发。特此公告

2019年6月27日

联系电话0898-23880386

印章及营业执照遗失声明
海南德凯隆实业有限公司不慎将

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各

一枚及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0100MA5RCTJ

M66)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声明人:王雄德 徐伟

2019年7月16日

▲王瑞珍遗失安全员证，证号：琼

建人（安）460020130097，声明作

废。

▲曾国平遗失机械员证，证号：

46181120000203，声明作废。

▲海南伟润实业有限公司遗失税

务登记证副本一本，证号：琼国税

登字 460100293943909 号，声明

作废。

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议，海南碧海御园
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从叁佰万
元人民币减贰佰玖拾万元人民币
剩余注册资本壹拾万元人民币，原
债权债务人自登报日起45天内到
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海南碧海御园贸易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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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山站

65306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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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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29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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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宁地块转让13337626381
170亩，配套齐全，背山面水

三亚大东海旺铺出售
林 达 酒 店 A 幢 第 二 层 ，建 面
2372m2，4万/m2，（截止2019年8
月31日）13976671118

广告

海口暑期公益夏令营开营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见习记者习霁鸿 记

者计思佳 通讯员王珊珊）7月16日上午，2019年
海口市“领巾飞扬 欢乐一夏”暑期公益夏令营之

“海口历史”大寻宝第一期活动开营，近百名营员
走进海口市民游客中心，领略海口历史文化，感受
椰城发展变化。

据悉，本期“海口历史”大寻宝活动是“‘小历
史家’寻宝营”主题系列活动之一，旨在让营员学
习历史知识，培养城市主人公意识。接下来，该系
列活动还将走进海口市石山镇施茶村、骑楼老街
等景点，陪伴营员度过一个充实的假期。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记者尤
梦瑜）由三亚星面孔影视传媒有限公
司投资制作的奇幻喜剧电影《猪八戒
传说》将于7月19日登陆全国各大
院线，该片现已在各大售票平台开启
线上预售。

据介绍，《猪八戒传说》由郑冀峰
执导并编剧，演员阵容包括贾冰、丫
蛋、张大礼、曾志伟、田启文、赵志凌、

张美娥等。故事围绕天蓬元帅保卫
天庭、追求真爱，最终实现自我价值
成为猪八戒的一段传奇经历进行讲
述。影片故事幽默诙谐，对于天庭与
高老庄的描写极具创造力与想象力，
题材老少咸宜，是一部适合全家观看
的暑期档喜剧片。

郑冀峰介绍，《猪八戒传说》携手
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将于2019

年在全球范围推广本片，意在推进国
际文化交流与传播。《西游记》是中国
四大名著之一，多年来围绕“西游”文
化的影视剧作品创作一直不断。郑
冀峰希望借此部影片为“西游”文化
的海外推广助力。

“片中有很大一部分海景是在
海南三亚亚龙湾等地取景拍摄
的。”郑冀峰说，该片筹备时间超过

5年，2018年正式开拍。影片制作
团队为好莱坞班底，相信会为观众
带来一场耳目一新的视听享受。

据悉,为给影片造势，投资方
还于7月14日晚在央视一套《新闻
联播》开播前投放了宣传短片，取
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省图公益小课堂报名火爆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记者尤梦瑜）备受家

长和小朋友喜爱的省图书馆暑期公益小课堂已于
7月16日采取微信公众号线上方式启动报名，今
年的小课堂将于7月20日开课，持续至8月27
日，为小朋友们带来19大门类、164个兴趣班，总
计3280个名额。

据悉，今年的公益小课堂涵盖少儿英语、国学
启蒙、少儿陶艺、超强记忆力、科学手工、绘本等19
大门类课程，以多元的内容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

据了解，公益小课堂报名采取实名制，主要面
向4岁至18岁青少年。公众报名前需在省图书馆
用少儿读者户口簿或身份证实名注册办理其他类型
的读者卡，或已经以少儿读者本人的社保卡注册且
绑定读者账号的小读者。

海南日报记者7月16日上午在省图少儿阅
读部看到，后台数据显示，上午9时报名启动，48
分钟后，就已有1274人次报名，场面火爆。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第十八届
椰娃艺术节大型公益演出“祖国在我心
中”近日在海南工商职业学院礼堂举
行。连续两天时间里，共有1500余名
中小学生载歌载舞热情参演，和千余名
家长一起共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两天的演出按“我爱你中国”“朵
朵花开”“美丽海南”“放飞梦想”四个
篇章进行，每天演出均以大合唱《大
海啊，故乡》《我为海南唱支歌》拉开
序幕，同以大合唱《我和我的祖国》结
束。整个演出上演了大合唱、舞蹈、
声乐、诗朗诵、小提琴演奏等多种形
式的节目，剧场里高潮不断，掌声阵
阵，尤其是尾声节目——由台上140
名小演员和现场千余名观众共同挥舞
国旗同声高唱歌曲《我和我的祖国》的
场面最震撼人心，掌声也经久不息。

艺术节总策划、海南椰娃艺术团
团长王淑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举办
椰娃艺术节的目的是让所有学习舞
蹈、器乐、声乐、表演和朗诵的中小学
生都能登上舞台参与艺术实践。今
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7月1日

又迎来党的98岁生日，因此本届艺
术节在节目编排上凸显一个主题，即
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祖国母亲献
上海南中小学生诚挚的祝福。

“为隆重举办本届艺术节，我们
把椰娃艺术团所有精英力量都动员
上舞台，除舞蹈这支主力队伍外，还

有主持人班、小提琴班、演员班、合唱
团和椰娃乐队等也都参加了演出，参
演人员共有1500多人，节目数量也
比往届艺术节有所增加。”王淑兰说。

本届艺术节由海南省文联指导，
中国舞协考级委员会海南考区委员
会主办，海南椰娃艺术团承办。

本报八所7月16日电（记者刘
梦晓）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由
东方市委宣传部指导，东方市广播电
视台负责拍摄制作的大型电视音乐
系列片《我和我的祖国》歌唱演员招
募海选活动日前正式启动。

大型电视音乐系列片《我和我的
祖国》将招募4岁至5岁的演唱型小

演员6名，表演型小演员及母亲角色
演员各 6名，招募群众演唱者 700
名，同时招募与共和国同年出生的
70岁老年演员。该片将制作成8个
版本的系列片，包含工业篇、农业篇、
教育篇、医卫篇、东方市民篇等。

东方将通过电视音乐系列片
《我和我的祖国》的拍摄，展现各行

各业东方人的精神风貌和爱国情怀，
通过活动增强全市人民的仪式感、参
与感和幸福感，进一步唱好中国歌
曲、讲好东方故事，增强干部、群众的
爱国之情。

据悉，该系列片预计今年9月推
出，将在东方广电新媒体、官方微信
和各大视频网站播出。

定安启动中小学生有奖征文
本报定城7月16日电（记者袁宇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陈红艳）7月16日，海南日报记者从
定安县政府相关部门获悉，为丰富中小学生暑期
生活，定安在暑假期间面向全县中小学生开展

“我的书屋·我的梦”有奖征文活动，推动“书香
定安”建设。

据了解，此次有奖征文从7月开始，截稿时间
为9月5日，主题为“我的书屋·我的梦”，按小学
组、中学组分别进行，征文题材不限，内容应积极
向上，紧扣主题，篇幅要求小学组500字至800
字，中学组600字至1000字。

据介绍，此次有奖征文活动分设中学组、小学
组，各组设一等奖3名，二等奖10名，三等奖20
名，优秀奖25名。

陵水暑期公益课堂开班
本报椰林7月16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陈思国）为期一个月的2019年暑期公益课堂7月
15日在陵水黎族自治县青少年宫开班，为青少年
提供暑期学习提升自我平台。

据了解，此次暑期公益课堂由共青团陵水县
委策划开办，以自愿参与、免费培训为原则，开设
书法、戏剧、英语兴趣、口才与演讲和儿童水彩画
等多种特色课程，旨在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让
青少年在体验中学习成长。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7月16日，省足协主办的2019海
南省青少年足球冠军联赛U10-U12
三个组别的比赛在省足协裕东基地结
束，省内40支青训球队共800多人参
赛。省足协主席吕建海说，本次比赛
是对海南青训足球的检阅，通过比赛
可以看出海南青训足球技战术水平提
高较快，涌现了一些有潜质的好苗子。

吕建海认为，和前两届赛事相比，
本届比赛参赛球队数量多了，参赛球
队技战术水平提高了，大多数球员的
控球、运球技术都较娴熟。像临高和
舍小学队、金盘实验队等球队都踢得
像模像样。吕建海说：“3年前，海南
青训足球埋下种子，经过辛勤耕耘，现
在这粒种子开始发芽了。”

首次参赛的琼海足协U11队进
入了本次赛事八强，该队教练陈宝弟

说：“琼海足球少年基本功不错，但体能
和比赛经验不足，影响了球队成绩。”
琼海足协为了参加本次比赛，赛前一
个月专门成立了U10、U11和U12三
支球队，赛后，琼海足协打算对这三支
球队进行常态化训练。“明年，我们琼
海队要力争冠军了。”陈宝弟说。

西盟足球俱乐部队闯入U11组
决赛。该俱乐部是海口较早开展足球
青训的机构，该队教练张文帆说，海南
青训足球越来越受政府和学校重视，
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教练员的执教水平
普遍提高了，各队踢得很有章法，“这
和省足协近年来大力举办D级教练员
培训班有很大关系。各队教练员都拥
有中国足协颁发的D级教练证，这些
校园足球教练把学到的先进方法用到
了平时训练中，使球队和球员的技战
术水平有了明显提升。”张文帆说。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

海南影视公司独资拍摄

电影《猪八戒传说》19日全国上映

➡《猪八戒传说》海报

第十八届椰娃艺术节海口举行
千余名学生真情演绎“祖国在我心中”

海南青训足球成绩有提升

东方启动《我和我的祖国》演员招募
将招募演唱型、表演型小演员及母亲角色、群众演员等

第十八届椰娃艺术节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 卫小林 摄

7月15日，在NBA夏季联赛决赛中，孟菲斯灰熊队以95：92战胜
明尼苏达森林狼队，夺得冠军。图为孟菲斯灰熊队球员在颁奖仪式上
庆祝。 新华社发

孟菲斯灰熊队在NBA夏季联赛夺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