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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遗失声明
海南省山柚销售行业协会遗失社
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本、副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51460000MIY194037N）；公章、
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乐通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2-2），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RJKRX0F；公章；
财务章；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30326301，安全生产许可证
正本，编号：（琼）JZ安许证字【2018】
S1382；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正本，
证书编号：D34601817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美林桦室文化发展传播有限
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法人章，银
行开户许可证，刻章许可证，声明
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海南红楼国通快递有限公司琼
海分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特此
声明作废。
▲东方三缘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遗失中国农业银行东方市支行
营业部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410014040501，账号：
21641001040014865，声明作废。
▲苏关养不慎遗失经营性道路运
输 从 业 资 格 证 ，资 格 证 号:
460007198702125374，证件流水
号:4600033154，声明作废。
▲海口君和悦贸易有限公司公章
因破损，现声明作废。
▲黄鹏元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居
民 身 份 号 码
460005200106286814，特 此 声
明。
▲黄家波于2019年8月6日遗失
居 民 身 份 证 ， 证 号 ：
460030198305130317，特 此 声
明。
▲海口欧尚坊窗帘布艺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路易顺建材商行遗失
公章，声明作废。
▲海南省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遗
失海南省社会团体会员费专用收
据 存 根 联 一 张 ，票 号 为
NO.7601101，声明作废。
▲郭德勇遗失房屋租赁证，证号：
2018（48382），特此声明。
▲三亚慧翔泽汽车检测服务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 号:J6420003719801，账 号:
21769001040003401，声明作废。

声明
三亚富华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决定
于2019年8月23日起免除曲波同
志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等一
切职务，现声明即日起曲波以本公
司名义所做的所有经济活动本公
司不予承认。

三亚富华实业有限公司

广告

公告
邢 锐 ， 身 份 证 号 ：
500236199006180599，你方与我
方于2017年11月10日签订了租
赁合同，现你方不履行该合同，按
该合同规定，我方有权解除该合
同。因你下落不明，为此发公告通
知你，我方决定解除该合同。自本
公告发出15天后该合同解除作废。

李奋

法人、举办者变更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慧娃幼儿园(办学许
可证号:146010260001221 )因发
展需要，决定将法人、举办者由孔
德慧变更为王爱姬。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慧娃幼儿园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公告
（2019)琼0105执恢123号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王博与被
执行人薛炳团、艾玉珍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中，依法查封被执行人
薛炳团、艾玉珍名下位于海口市海
瑞路19号金城·万花坊(A栋）蕙兰
庭 3 层 3D 房（不动产权证号：
YG008363）一套房产。现本院拟
定对上述房产进行评估拍卖，如对
上述房产权属有异议者，请自本公
告刊登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
出书面异议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特此
公告。联系人：薛法官
联系电话：0898-68626452

二O一九年七月三十日

认婴公告
2019年6月25日，
在文昌市东阁镇新
群村委会下水林村
一队路口道路旁，
有路人捡拾刚出生
的女婴一名，身旁
附有一张内容为

“因家庭穷困，无力抚养，望好心人
收留，跪谢！生于2019年6月23
日”字样的小字条。望婴儿生父母
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于公告之日起
60天内，持有效证件前来文昌市
民政局认领，逾期将依法安置。特
此公告。联系电话：63228996。

遗失声明
海南安德鲁高尔夫器械销售有限公
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证号：
琼国税登字46003439455921X;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证号：
39455921-X，现声明作废。
▲万海投资（海南）集团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2-2，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00000905097075，
声明作废。
▲海口市公安局收容教育所不慎
遗失中国建设银行海口国贸支行
零余额账户开户许可证，开户许可
证号：Z6410000427402，声明作
废。
▲本人梁安涛于2019年8月13日
不慎遗失驾驶证及居民身份证原
件 ，驾 驶 证 档 案 编 号:
460112353518， 身 份 证 号:
460004199009190632，特 此 声
明。
▲陈建军遗失海南佳园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一张，票
号：0003281，金额：75000元，声
明作废。
▲陈建军遗失海南佳园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一张，票
号：6009016，金额：10000元，声
明作废。
▲海南锦泓实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19252601，声明作废。
▲儋州那大强仔餐饮店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9003MA5RF4JL60，声明作
废。

万宁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公告
林尤珍不慎将位于万宁市长丰墟
农贸市场内一宗面积81.40平方
米 [土地证号:万国用 (2003)第
14002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
房权证万宁市房权证长丰字第
06662号遗失。现根据使用权利
人申请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
施细则》第二十二、二十三条有关
规定将该证书公告作废。如有异
议者，应于公告之日起15个工作
日之内书面告知我中心，并提交相
关证明资料。公告期满无异议，我
中心将依法补发该《不动产权证
书》。特此公告 万宁市不动产登
记中心 2019年8月19日

注销公告
三亚空天地海科技有限公司拟向
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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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
中新粮油储运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4603001600071）因终
止经营将解散公司，现通知全体股
东于2019年9月25日召开会议商
讨公司注销事宜。
地址：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45号
中新粮油储运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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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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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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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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用地转让13337626381
万宁170亩，配套齐全，背山面水

注销公告
陕西建工集团总公司海南公司（注
册号：460000000192141）拟向海
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
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
来我司办理相关事宜。

搬迁公告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陵水支公司经海南银保监局核准，
由原址迁往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
县椰林南干道140号。负责人：何
小龙，邮政编码：572400，联系电
话：32124404 业务范围：意外伤
害保险、健康保险、传统人寿保险、
人寿保险新型产品、传统年金保
险、年金新型产品以及经中国银行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公司批准
的其他人身保险业务。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陵水支公司

公告
经海南省中国国际旅行社研究决
定，从即日起撤销澄迈县盈滨半岛
营业部。出境合同 45 本，编号
30751-30777,30878-30897；境
内 合 同 20 本 ，编 号 15421-
15440；收据 4 本，编号 11881-
12000，声明作废，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南景观天下汽车租赁服务有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RH7NT6F，由 原
注册资本伍仟万圆减至叁佰万圆，
其债权债务不变。特此公告

▲昌江石碌鹏鑫源商行不慎遗失
工行昌江河北支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6410016657101，声明作
废。
▲澄迈金江鹰翔服装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一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69027MA5T5F457H，声
明作废。
▲澄迈金江华祥服装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一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69027MA5T5F3C86，声
明作废。
▲陈垂亲不慎遗失集体土地使用
证，土地证号：文集用（2011）第
045496号，特此声明。
▲儋州那大唐食馆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一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9003MA5RJ92877，声明作
废。
▲儋州大成承旺商行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一本，许可证编号：
Jy14604000025343，声明作废。
▲天津物产集团有限公司（曾用
名：天津市物资集团总公司）遗失
坐落于海口市白龙乡山内村的不
动产权证，不动产权证号：20425，
声明作废。
▲天津物产集团有限公司（曾用
名：天津市物资集团总公司）遗失
坐落于海口市白龙乡山内村的不
动产权证，不动产权证号：20426，
声明作废。
▲天津物产集团有限公司（曾用
名：天津市物资集团总公司）遗失
坐落于海口市白龙乡山内村的不
动产权证，不动产权证号：20427，
声明作废。

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前瞻
校园足球之花即将怒放

2019年海南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甲组（U16-
U18）将于8月25日在省足协裕东训练基地开踢。
在刚结束的乙组（U13-U15）比赛中，三亚队2：1
险胜中海队获得冠军，该队能否再夺甲组冠军成就

“双冠王”？三亚队教练何贤表示先争小组出线权。
本次比赛共8支球队参加，三亚队和省裕东

足球俱乐部、海口市体校队、琼海市足协队同在A
组。琼海市足协队以嘉积二中为班底，这支队伍
是今年省中学生校园足球联赛高中组冠军。省裕
东足球俱乐部队以海口灵山中学为班底，在省中
学生校园足球联赛高中组决赛中点球负于嘉积二
中队。三亚队则以三亚一中队为班底，该队也进
入今年省中学生校园足球联赛高中组4强。

何贤说，三亚队小组赛场场是硬仗，3个对手
实力都很强。对三亚队不利的是，该队有6名球
员赴青岛参加全国中学生校园足球夏令营。这6
人在夏令营每天踢一场比赛，连踢8场，8月23日
刚结束，24日就乘机返回海口，25日便和海口体
校队踢首场比赛，体能可能是考验。

B组有海口市足球队、琼海市青少年业余体
校队、儋州市足协队、陵水黎族自治县业余体校
队。海口市队刚参加完全国二青会，在二青会上
该队发挥出色。海口队领队郭远则说，海口队的
目标是力争冠军，二青会经历让海口队球员自信
心和技战术有不少提升。陵水队实力相对较弱，
但该队领队谢南夏也想和海口队拼一拼，“我们的
任务是小组出线。”他说。 ■ 王黎刚

本报海口8月23日讯（记者尤梦
瑜 实习生林品慧）海南日报记者8月
23日从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组委
会获悉，截至8月21日18时，第二届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志愿者招募团队已
收到来自全球各地的报名表超过一万
份。组委会根据过往数据及经验预测
本届志愿者报名人数将超过两万人。

据介绍，目前志愿者招募范围已
覆盖美国、英国、俄罗斯等百余个国家
和地区，全球院校辐射超过2500所，
其中不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牛津大
学、剑桥大学等国际知名学府。国内
招募方面，报名者来自1500余所院
校，以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为
主。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从整体

报名数量看，海南本地年轻人积极性
最高，报名人数约2500人。

电影节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力求打造国际性、
专业性、大众性兼具的“永不落幕的电
影节”，它的设立意在服务于来自世界
各地的电影人及电影爱好者，志愿者
更是电影节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电

影节的“官方面孔”，他们将在电影节
活动的每个角落亮相，以服务精神成
为展示中国电影繁荣发展成果、传播
中国文化和展示海南开放形象的使
者。电影节组委会致力于培养志愿者
的拼搏意识和奉献精神，同时为未来
的影视、文娱行业孵化
并培育新人才。

据悉，本届电影节志愿者招募从
2019年 6月启动，共分四个阶段进
行，目前已经进入第三阶段。招募期
间，每月5日至30日，公众可通过海
南岛国际电影节官网（http：//www.
hiiff.com.cn）或“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微信公众号平台报名。第四阶段报名
将于9月底结束。

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志愿者报名人数超两万
海南本地年轻人积极性最高，报名人数约2500人

8月23日，2019第四届大致坡琼剧文化节主
活动——新声代大赛、折子戏大赛总决赛在海口
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举行。新声代大赛是一项面对
青少年琼剧爱好者的赛事，旨在为琼剧艺术发展培
养新生力量，折子戏大赛通过比赛挖掘优秀琼剧表
演团体及人才。图为选手在进行折子戏表演。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王玲玲 摄

省少年乒球锦标赛屯昌开打
本报屯城8月23日电（见习记者谢凯）2019

年海南省少年乒乓球锦标赛8月23日在屯昌县
体育馆开打，13支代表队的运动员将在为期4天
的赛程中切磋乒球技艺。

参加今年省少年乒球锦标赛的13支代表队
有海口、三亚、文昌、五指山等，在男子团体比赛
中，13支代表队全部参赛；女团比赛除定安队外
有12支代表队参赛。比赛设男女团体、男女单
打，此外还根据选手年龄设甲、乙、丙、丁4个组
别。团体赛和单打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进
行小组循环赛，第二阶段采用淘汰赛加附加赛办
法决出所有参赛者名次。

赛事由省旅文厅、省教育厅和屯昌县政府主办。

本报三亚8月23日电（记者徐
慧玲）8月23日，2019年第四届康特

“许绍发杯”国际青少年乒乓球比赛
在三亚市体育中心落幕。经过7天
激烈竞争，最终决出各项目名次。代
表三亚出战的三亚康特乒乓球俱乐
部在大赛中大放异彩，共斩获5金4
银4铜的好成绩，这也是三亚青少年
参加国际大赛取得的历史突破。

本次比赛有国内外500多名青
少年参加，比赛项目分团体、单打、混

双、双打4个项目，最大的队员18岁，
最小的只有4岁。比赛执行国际乒
联11分制、1分钟暂停、无遮挡发球
等竞赛规则。团体赛采用五场三胜
制，单打采用五局三胜制。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三亚康特
代表队一举拿下少年甲组女子团
体、儿童丙组男子团体、儿童丁组男
子团体、少年丁组混双、儿童丁组男
单5金。来自湖南的中南大学第一
附属中学二队展现不俗实力，将少

年甲组男子团体冠军收入囊中。少
年乙组男、女团体冠军由湖南师大
附中博才实验中学一队、河南民生
药业队获得。少年丙组男、女团体
冠军分别由澳门沙坊潜能乒乓球俱
乐部、湖南师大附中博才实验中学
二队获得。武汉市队和上海市曹燕
华乒乓球俱乐部分别斩获少年丁组
男、女团体冠军。

本次比赛由“许绍发杯”组委会
主办，三亚市乒乓球协会等承办。

“许绍发杯”国际青少年乒球赛三亚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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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文城8月23日电（记者卫
小林）8月23日，2019海南亲水运动
季活动——海南（文昌）海钓精英邀请
赛在文昌市铺前镇开竿，赛事邀请到
国内外海钓俱乐部、海钓精英钓手共
22支队伍66人参赛。

文昌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在开幕式
上介绍，本次邀请赛总奖金15万元，
团体总重奖将奖给前12名，按每队两
天所钓有效鱼获总重量计算成绩排列
名次，其中第一名奖现金3.5万元，第
二名奖现金2.5万元，第三名奖现金
1.3万元，第十二名奖现金2000元。
单尾重量奖颁给前三名，按两天所钓
有效鱼获最重的一尾计算成绩排列名

次，第一名奖现金6000元，第二名奖
现金 5000 元，第三名奖现金 4000
元。此外，还有船长总成绩奖、现场互
动抽奖等活动。

该负责人表示，文昌有289公里
长的海岸线，具备举办全国和国际性
休闲海钓大赛的优越条件，此次邀请
赛的举办，将有效提高文昌美誉度，促
进文昌体育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为
公众提供亲海机缘，打造航天文昌、魅
力侨乡旅游城市品牌。

本次赛事由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
育厅、文昌市政府主办，文昌市旅文
局、海南诚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
办。比赛将于8月25日结束。

2019海南亲水运动季——

海南（文昌）海钓精英邀请赛开竿

大致坡琼剧文化节两项总决赛举行

据新华社巴塞尔 8 月 23 日电
（记者王子江）中国队选手、六号种子
何冰娇23日在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女
单四分之一决赛中，0：2不敌三号种
子、日本选手奥原希望，无缘半决赛。

何冰娇当天比赛一开始完全没有
状态，5分钟过后就以1：11落后，最
后以7：21输掉首局比赛。第二局她
仍处劣势，7：11时，状态有所好转，连
续得分将比分追成12：12，但之后奥
原希望打出高潮，并以20：14拿到赛

点。何冰娇尽管连续拿下4分，最后
还是难以挽回败局，以18：21失利。

另外一场女单比赛中，中国台北
选手、二号种子戴资颖与印度选手辛
杜苦战3局，最终在先下一局的情况
下被逆转。戴资颖赛后说：“今天比赛
最后还是有些小失误，在这样的大赛
上是不应该的，但我已经尽力了。”

混双比赛中，卫冕冠军郑思维/黄
雅琼以23：21、21：10战胜韩国组合
徐承宰/蔡侑玎晋级四强。

六号种子何冰娇无缘女单四强

据新华社首尔 8 月 23 日电
（记者耿学鹏 陆睿）正在韩国首尔
征战亚锦赛的中国女排23日晚遭
遇一场一波三折的比赛。在先失
一局、主力二传中途意外伤退的情
况下，中国队决胜局险胜日本队，
以F组第一的身份晋级半决赛。

本届亚锦赛中国队以二队出
征，旨在锻炼队伍。日本则派出以

U20为班底的青年队，23日晚的比
赛成为小组头名之争。

第四局开局出现揪心一幕，中
国队主力二传刁琳宇与自由人王
唯漪救球时撞在一起，刁琳宇受伤
被担架抬出场。18岁小将孙燕临
危受命，替换刁琳宇上场。这一意
外打乱了中国队节奏，日本队发挥
擅长防反的特点，以25：18把比赛

拖入决胜局。决胜局中，中国队先
是以6：9处于不利局面，随后女排
姑娘们展现出顽强意志，连拿5分
11：9反超。双方随即陷入苦战，最
终，中国女排以15：12取胜。

当天早些时候，东道主韩国女
排3：1战胜泰国队，获得E组第一
名。半决赛将于24日打响，中国队
对阵泰国队，日本队撞上韩国队。

郑思维(左)/黄雅琼以二比0战胜韩国组合徐承宰/蔡侑玎，晋级混双四强。新华社发

女排亚锦赛

二传意外伤退 中国队胜日本队进半决赛

中国女排队员段放（右一）在比赛中扣球。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