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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关于G98环岛高速,G9811中线高速隧道检测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G98环岛高速公路酸梅隧道,凤凰隧道,荔枝沟隧道、迎宾隧道

以及G9811中线高速公路加章隧道、新平隧道等6座隧道进行定期检
测的需要,为确保检测期间的行车安全和检测工作的顺利进行,现需
要对相关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具体管制方案如下：

一、2019年7月25日24:00至次日07:00,封闭K260+405酸梅隧
道、K258+330凤凰隧道右幅(海口往三亚方向),途经车辆从K257+200
凤凰机场互通下高速→水蛟路→X827羊抱线→凤凰路→G225海榆西线
→三亚西联络线→K266+000海角互通上G98环岛高速；二、2019年7
月26日24:00至次日07:00,封闭K260+374酸梅隧道、K258+280凤
凰隧道左幅(三亚往海口方向),途经车辆从K280+000南山互通下高速→
高速联络线→G225海榆西线→凤凰路→X827羊抱线→水蛟路→
K257+200凤凰机场互通上G98环岛高速；三、2019年7月27日24:00
至次日07:00,封闭K250+330荔枝沟隧道右幅(海口往三亚方向)路面,
途经车辆从K249+300水泥厂互通下高速→抱坡路→上抱坡北一路→师
部农场路→育新路→K251+850火车站互通上G98环岛高速；四、2019
年7月29日24:00至次日07:00,封闭K250+280荔枝沟隧道左幅(三亚
往海口方向),途经车辆从K251+850火车站互通下高速→育新路→师部
农场路→上抱坡北一路→K249+300水泥厂互通上G98环岛高速；五、

2019年7月30日24:00至次日07:00,封闭 K239+307迎宾隧道右幅
(海口往三亚方向),途经车辆从K236+750迎宾互通下高速→G224 海榆
东线→吉阳大道→迎宾路→落笔洞路→荔枝沟互通上G98环岛高速；六、
2019年7月31日24:00至次日07:00,封闭 K238+987迎宾隧道左幅
(三亚往海口方向),途经车辆从K242+300亚龙湾互通下高速→科技园隧
道→田独路→吉阳大道→G224 海榆东线→K236+750迎宾互通上G98
环岛高速；七、2019年8月2日24:00至次日07:00,封闭K97+562加章
隧道、K105+413新平隧道右幅(海口往琼中方向),途经车辆从K91+450
枫木互通下高速→G224海榆东线→K111+276琼中互通上G9811中线
高速；八、2019年8月3日24:00至次日07:00,封闭K97+541加章隧
道、K105+450新平隧道左幅(琼中往海口方向),途经车辆从琼中互通下
高速→G224 海榆东线→K91+450 枫木互通→K111+276琼中互通上
G9811中线高速。

届时途经施工路段的车辆,请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或按交通
管理安全人员的指挥行驶,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19年7月20日

关于G98环岛高速万泉河大桥病害
应急处置施工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G98环岛高速万泉河大桥病害应急处置施工的需要，为
保障施工期间行车安全和工程施工安全，现计划相关路段实施
临时交通管制，具体交通管制方案如下：

一、2019年7月24日至7月31日，半封闭万泉河大桥左幅
(三亚往海口方向)施工，5吨（含）以下车辆正常通行，5吨以上
车辆绕道行驶，绕行路线如下：从白石岭匝道下高速→G223国
道→万泉河路→S301省道→银河路→银海路→嘉积互通上高
速继续前往海口方向。

二、2019年8月1日至8月9日，半封闭万泉河大桥右幅
（海口前往三亚方向）施工，5吨（含）以下车辆正常通行，5吨以
上车辆绕道行驶，绕行路线如下：从嘉积互通匝道下高速→银
海路→银河路→省道301→万泉河路→国道G223→白石岭互
通上高速前往三亚方向。

请途径车辆，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减速慢行或现场交
通安全管理人员的指挥行驶，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19年7月19日

致：海南松润实业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鉴于海南松润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松润公司”）的

股东三亚华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亚华泉公
司”）提议召开海南松润公司临时股东会议要求就变更海南松润
公司法定代表人、注册地址、监事等事宜进行决议，董事会于2019
年7月1日召开了董事会会议就是否召开临时股东会议进行了审
议，该会议通过了股东三亚华泉公司的提议，并授权董事长刘长
河负责召集和主持临时股东会议。现定于2019年8月7日上午
10时召开海南松润实业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议。

一、由海南松润公司董事长刘长河主持本次临时股东会议，
并提请审议下列事项：

1、关 于 变 更 公 司 法 定 代 表 人 为 李 曼（身 份 证 号 ：
231002197805121044）的议题；2、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为海口
市龙华区龙昆北路15号中航大厦A座第八层的议题；3、关于变更

公司监事为陈春荣（身份证号：231011197002221224）的议题。
二、会议地点：海口市龙华区世贸东路2号世贸雅苑F座裙楼

4楼
三、会议联络人：陈路航 电话：18689631820
请贵公司（阁下）接到本通知后，按时出席会议，若不出席，将

视为同意本次会议且无任何异议。
若贵公司（阁下）不能出席此次会议，可授权委托其他人参

加，被授权人员需携带贵公司（阁下）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代表法
人股东的需同时出具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其本人身份证方
可出席。

此致！
海南松润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长河
2019年7月16日

关于召开海南松润实业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议的通知 关于G98环岛高速陵水段机耕天桥
拆除重建施工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G98环岛高速陵水段进行机耕天桥拆除重建施工需要，
现对相关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具体交通管制方案如下：

一、管制时间
2019年7月25日至2019年9月28日
二、管制路段
G98环岛高速陵水境内K190+300至K189+900段双幅进

行管制。
三、管制方式
为确保施工安全,根据施工需要,G98环岛高速陵水境内

K190+300至K189+900段，采取双幅封闭的交通管制,来往车
辆经施工便道双向通行。届时请途经管制路段的车辆，按现场
有关交通指示标志减速慢行或现场交通安全管理人员的指挥行
驶，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联系人:容钊,
联系电话:15289830012)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19年7月21日

供 求

▲万宁市万城镇万隆社区居民委
员会不慎遗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万宁红专支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10002015703，声
明作废。
▲ 郭 静 ， 身 份 证 号 ：
420303198103282021，遗失海口
外滩城房地产有限公司收据两张，
编号 HN 1824976，金额 55745
元 ；编 号 HN1824920，金 额
121258元，特此声明。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注销公告

三亚昌辉实业有限公司拟向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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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定雄不慎遗失儋州市那大镇
万福东二巷29号的国有土地使用
证，土地证号：279号，现特此声明
作废。
▲东方市四更镇腾龙种养农民专业合
作 社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93469007681168588Q）遗失税控
盘，盘号：661571252091，声明作废。
▲儋州那大博创电脑店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9003MA5RJ4MY39，声 明
作废。
▲本人崔小勇不慎遗失海南经济
学院东苑食堂押金收据一联，押金
五万元整。收据编号:4008495，
现声明作废。
▲王媛不慎遗失海南创新书店有
限公司五楼E18、E19铺面押金一
张，号码为：0011456，金额为：
6000，声明作废。
▲李鑫燕遗失海南增值税普通
发票，发票代码：4600162350，
发票号码：03670733，特此声明。

召开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海南金石投资有限公司各股东：
经董事会讨论，决定召开2019年
第一次股东会临时会议，现将有关
事项告知如下：举行会议日期：
2019年8月6日9时。会议地点：
海口市秀英区滨海大道西延线
158号四楼会议室。会议期限：一
天。议题：诉讼情况、资产转让、资
产抵押情况、修订章程、股东出逃
出资情况、任免董事监事等
联络人：陈强胜 联系电话：
17779491088

海南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清河

日期：2019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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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转让 13337626381
万宁170亩，配套齐全，背山面水

据新华社日内瓦7月19日电 中
国游泳奥运冠军孙杨的律师团队19日
发表声明说，孙杨要求国际体育仲裁法
庭（CAS）举行听证会的时候，向公众开
放，以求公开透明，证明自己的清白。

声明中表示，有关外国媒体曝出
的孙杨去年不配合兴奋剂检测事件，
国际泳联反兴奋剂法庭早些时候给出
了“无过错”的裁决。这一本应是保密
的内容，于14日被澳大利亚媒体在韩

国光州游泳世锦赛游泳项目开赛前夕
进行了报道。对此，孙杨的律师团队
批评其“公然违反保密规定”。

有消息称CAS将于9月举行听证会，
然而在CAS官网上目前尚没有相关信息。

声明强调，有媒体表示去年9月孙
杨在家中接受兴奋剂赛外检测时，不配
合检测，与检测人员发生冲突，并砸坏
了血样，“这完全是错误信息。事实是
孙杨全力配合检测，但是他发现其中一

名检测人员在未经他许可的情况下，用
手机拍摄视频。此后他还发现进行血
液检测的人没有检测人员的证件和资
质，也没有护士证（这在中国是违法
的）。此后，在医疗专业人士和中国游
泳协会的指导下，孙杨要求兴奋剂检测
机构更换有资质的检测人员，不管多晚
他都可以等待和配合，但是遭到了拒
绝。最终，在场的兴奋剂检测人员决定
停止检测，并将血检样本还给了孙杨。”

孙杨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就不配合兴奋剂检测事件，要求听证会公开受理

据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 中国
排球学院常务副院长张娜 20 日表
示，刚刚在天津举行的首期教练员

“卓越班”取得了良好反响，中国排球
学院将持之以恒地为中国排球培养
更多人才。

7月15日至19日，2019年全国排
球高级教练员岗位培训班在中国排球
学院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50位排
球教练员及基层教练员参加了培训。

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

副主任于光岩等出席了19日下午举
行的培训班结业典礼，上海男排主教
练沈琼作为学员代表做了汇报发言。
张娜寄语教练员们努力奋进，追求自
己的远大理想，为国家队培养更多的
优秀运动员，为中国排球事业贡献自
己的力量。

张娜告诉记者，为中国排球培养
更多人才是中国排球学院重要的使命
之一。学院将围绕高水平排球运动员
训练与学历教育、教练员与裁判员岗

位培训、排球运动科学研究、排球国际
交流、排球文化与“女排精神”传承等
职能不断努力，致力于打造国际一流
的排球学院。

中国排球学院是国家体育总局与
天津市人民政府共建共管的非法人实
体单位。2017年11月10日，中国排
球协会与天津体育学院共同举行挂牌
仪式。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任院长，
雅典奥运会女排冠军队成员张娜担任
常务副院长。

张娜谈中国排球学院办学目标

将为中国排球培养更多人才

“美丽乡村·幸福吉阳”
摄影赛开赛

本报三亚7月20日电（记者李艳玫）7月20
日上午，三亚市吉阳区“美丽乡村·幸福吉阳”第三
届摄影大赛正式启动，在为期两天的采风活动中，
来自全国各地的50名摄影师将探访吉阳区的淳朴
村落，用镜头记录幸福时光，用光影讲述乡村变迁。

在以“美丽乡村·幸福吉阳”为主题的发现之
旅中，摄影师们将先后走访安罗村、博后村、中廖
村、大茅村、落笔村、红花村、罗蓬村，透过镜头，看
到日新月异的乡村之变；透过镜头，倾听“乡村振
兴”的号角声。

本届摄影大赛奖品丰厚，金奖1名，奖金1万
元；银奖2名，每名奖金6000元；铜奖3名，每名
奖金4000元；另设20名优秀奖，奖金800元。

比赛由中共三亚市吉阳区委、吉阳区人民
政府主办，吉阳区委宣传部承办，海南日报报业
集团南海网协办。

本报海口7月20日讯（记者王
黎刚）海南日报记者从7月20日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由海南省旅游
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主办，海南省体育
总会承办，椰树集团独家冠名的

“2019‘椰树杯’海南省排球联赛”，将
于7月26日至8月25日分别在屯昌、
定安、澄迈、临高、文昌举办。获得本次
比赛冠军的球队将赢得2.5万元奖金。

海南省排球联赛每年举办一
次，已经举办了20多届。本次联赛
共有海口市、三亚市、文昌市、琼海
市、澄迈县、定安县、临高县、海南大

学和海南师范大学等 9 支球队参
赛，比赛采用九人制排球竞赛规则，
比赛将于7月26日在屯昌县开打，
冠军争夺战将于8月25日在“排球
之乡”文昌市举行。比赛分两个阶
段进行，第一阶段各队分成两个小
组进行双循环赛。获得第2名至第
4名的球队将分别赢得2万元、1.5
万元和9千元奖金。

椰树集团负责人表示，希望通
过这样的活动，向大家展示椰树集
团回馈社会和支持海南旅游文化体
育产业发展的决心。

9支球队角逐省排球联赛
冠军奖金2.5万元

本报海口7月20日讯（记者王
黎刚）2019海南亲水运动季青少年
帆船帆板体验营在海口西秀海滩启
动。本次活动分为帆船和帆板体验，
共有近600名市民通过本次活动感
受乘风破浪的快乐。

帆船体验营设在海口市国家帆船
基地公共码头，体验船型是可承载10
人的珐伊28R。出海体验之前，帆船
教练首先为大家讲解理论知识，包括
航海基础知识、船只简介、海上避让规
则、帆船绳结和安全注意事项等，并确
保每个人正确穿戴救生衣。短短一个
小时的体验结束后，来自乐东的高一
女生小林说：“之前我在电视新闻上看
到过帆船，今天第一次登上帆船体验，
感觉非常有趣。我在海上拍了很多好

看的照片，太美了。”
船长尹教练介绍道，由于风力欠

佳，今天的出海之旅相对比较平静。
“如果风力适中，我们会让大家共同
参与转向、压舷、升帆等工作，能够深
度体验帆船的乐趣。随着海口帆船
运动的推广普及，来参加体验的人也
越来越多了。”

通过本次体验营活动，让海南的
青少年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帆船帆板
运动，全方位了解海洋运动的魅力，
并从中收获航海知识，培养他们独立
思考、不惧风浪的能力。

2019海南亲水运动季青少年帆
船帆板体验营有助于扩大海南省海
上运动项目的开展，并助力打造体育
旅游示范区和水上运动天堂。

2019海南亲水运动季青少年帆船帆板体验营启动

近600名市民扬帆破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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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20日讯（记者尤梦
瑜）7月20日，省委宣传部、省电影局在
海口召开2019年全省电影工作座谈
会，本次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中宣
部、国家电影局2019年和今后电影工
作的系列部署和要求，回顾和总结我省
电影工作，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部署。

建省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省电影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成
功举办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初步
构建起21世纪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
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对外文化交流新
平台。近年来，《请把你的窗户打开》
《阿婆的槟榔》《藏北秘岭——重返无
人区》《陵水谣》《老阿姨》《旋风女队》
等一批影片荣获国内外奖项，电影创
作和生产迈上新台阶。

据介绍，我省于2016年实现市县
数字影院全覆盖，截至2019年6月，
全省城市数字影院90家，其中乡镇影
院6家，影厅数量526块、影厅座位数
65601个。2018年票房为5.45亿元，
观影人数达到1653.59万人次。

在公益电影放映方面，近5年来，
我省每年农村公益电影放映都超额完
成30724场次目标任务，全省校园公益

电影每年完成6000场次目标，全省社
区公益电影每年完成4340场次目标。

会议指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政策优
势、海南独特的区位环境和重要国际
交往平台优势为海南电影工作带来
新机遇。全省电影工作者要乘势而
上，开创我省电影工作新局面，争取
创作一批电影力作，打造海南电影精

品；要继续推动城乡数字影院建设，
满足城乡群众观影需求；积极培育电
影产业，推进我省电影形成全产业
链；进一步办好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打造有国际影响力的电影嘉年华。
同时，全省电影管理部门和单位要海
纳百川，壮大我省电影人才队伍，从
有利于电影事业发展的需要出发，加
强和改善电影工作的管理和服务。

2019年全省电影工作座谈会海口召开

抓住自贸区优势打造更多精品电影

三亚海棠区
亲子嘉年华文化周开幕

本报三亚7月20日电（记者李艳玫 徐慧玲）
为打造亲子旅游及亲子文化品牌，树立、宣传、推广
全域旅游形象，7月20日上午，三亚市海棠区首届

“亲凉一夏·童乐海棠”亲子嘉年华文化周开幕 。
同时，活动还通过线上线下关注官方公众号，

关注官方微博，各大纸媒、网媒、电视广播、新媒体
大号等宣传手段，赢得各会场豪华游套票礼品。

7月20日，2019海南省青少年轮滑锦标赛
在海南省史志馆开赛，本次比赛吸引来自省内18
个代表队近400名运动员参赛。比赛设速度滑
行300米和500米，参赛选手年龄为3岁至14
岁。本次比赛由省旅文厅主办，省赛事中心承办，
海南体职院和省轮滑协会等单位协办。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高尔夫球英国公开赛

李昊桐首次无缘决赛轮
据新华社英国皇家波特拉什球场7月19日电

（记者王子江）2019年英国高尔夫球公开赛19日
在这里结束了第二轮的比赛，中国选手李昊桐没
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两轮过后以高于标准杆4
杆的成绩无缘决赛轮的比赛。

世界排名第45位的李昊桐连续第三年参加英
国公开赛，2017年意外取得第三名，去年的比赛中
他并列第39，今年首次未能晋级决赛轮比赛。

出局的李昊桐赛后没有按惯例出现在混合区
接受记者采访，这在大满贯比赛中也是比较罕见
的事情。据一位在场的英国记者说，李昊桐前一
天晚上也缺席了赞助商举办的活动，理由是“身体
不好”，这位英国记者对李昊桐赛后不接受采访也
感到很不理解。

20 日晚，中国之
队·海口国际青年足球
锦标赛第二轮比赛在海
口五源河体育场举行。

图为中国队队员
艾力库提在中国队门
前一个倒挂金钩将球
踢到中场。

本报记者 宋国强
见习记者 封烁 摄

海口国际青足赛次轮

中国U15选拔队
1：1战平马来西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