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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遗失声明
海口龙华海职联通通讯店遗失电
信缴费月结发票，发票号码：
07970933-079710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汇中联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2-1、2-2），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0623313
23P，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东正贸易有限公司信用代码
91469027MA5RC59G8T遗失行
政章、合同专用章、法人章、发票专
用章和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定安长信迪力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公章破损，声明作废。
▲定安长信迪力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章破损，声明作废。
▲海南中天讯电脑工程有限公司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注 册 号:
4600001005682，声明作废。
▲海南科园信息技术推广有限公
司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注 册 号:
4600002002394，声明作废。
▲乐东黎族自治县种子公司遗失
九所镇土地使用权证，证号：九所
国用（1995）字第18号，声明作废。
▲蒙绪庆遗失座落于雷鸣镇石盘
坡村委会南福三经济社的集体土
地使用证，证号：定安雷鸣镇集用
（2011）第03379号，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乐仁堂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海南雅居乐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开具的印花税收据，收据
编号：雅海0043660，金额880元，
声明作废。
▲乐仁堂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海南雅居乐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开具的印花税收据，收据
编号：雅海0043690，金额880元，
声明作废。
▲三亚奥林匹克投资有限公司班
铁兵不慎遗失建造师注册证，注册
编号：琼246171802564，特此声明。
▲海南红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编号:
（琼）JZ安许可字【2016】S0570，
声明作废。
▲罗候江遗失海口市美兰区流水
坡拆迁安置协议一份，现场编号：
E37，登记编号：436，声明作废。
▲罗通历遗失海口市美兰区流水
坡拆迁安置协议一份，现场编号：
E37，登记编号：436，声明作废。
▲罗候海遗失海口市美兰区流水
坡拆迁安置协议一份，现场编号：
E37，登记编号：436，声明作废。
▲罗梅桂遗失海口市美兰区流水
坡拆迁安置协议一份，现场编号：
E37，登记编号：436，声明作废。
▲罗梅香遗失海口市美兰区流水
坡拆迁安置协议一份，现场编号：
E37，登记编号：436，声明作废。

▲兹有中国平安人寿保险有限公
司钟旭军不慎遗失工作牌，执业证
编号：020001460200800020160
08289，工号：1151181193，特此
声明。
▲卢文花不慎遗失座落于东方市
八所镇小岭村委会的土地证，证
号：东方集用（2012）第01814号，
声明作废。
▲张进文不慎遗失座落于东方市
八所镇小岭村委会的土地证，证
号：东方集用（2012）第01259号，
声明作废。
▲儋州那大旺客餐饮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031560337，声明作废。
▲海南万欣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5527723830）遗失合同
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儋州鑫浪商贸有限公司遗失组
织 机 构 代 码 证 正 本 ，代 码 ：
08282072-X，声明作废。
▲儋州那大雨中花花坊遗失营业
执 照 副 本 ， 注 册 号 ：
469003600202619，声明作废。
▲海口宏泰鼎盛建筑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洋浦正信船务有限公司遗失车
牌为琼E18316的道路运输证副
本，证号:462000100236，声明作
废。

▲优可商行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副本各一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69005MA5RTFJN9W，特
此声明作废。
▲段福春遗失《儋州·西锦城》A栋
一单元601号房的购房收据(2017
年 6月 1日开具的)一份，收据编
号:0030626，金额：45000 元整，
特此声明作废。
▲段福春遗失《儋州·西锦城》A栋
一单元601号房的购房收据(2017
年 6月 1日开具的)一份，收据编
号:0030625，金额：5000元整，特
此声明作废。
▲段福春遗失《儋州·西锦城》A栋
一单元601号房的购房收据(2017
年9月19日开具的)一份，收据编
号:2211297，金额：135664元整，
特此声明作废。
▲海口市琼山区环境保护局不慎
遗失工会法人证（工法证字字第
210101510 号），现声明作废。
▲李全玲不慎遗失五指山避暑山
庄避暑二期C3栋601房收据壹张
号码为：0006547 金额：10000
元，声明作废。
▲周红标不慎遗失五指山避暑山
庄避暑二期A1栋105房收据壹张
号码为：0002823 金额：10000
元，声明作废。
▲海口海甸天星专营店遗失联通
押金发票，发票号：00001256，特
此声明。

海南华达维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召开股东会议通知
全体股东：根据《公司法》相关规
定，兹定于2019年11月5日上午
9时在海口市银湖路6-1号海乐
花园召开注销公司的股东会议，未
出席会议的股东，视为放弃表决
权 。 联 系 人 ：熊 稳 柱 电 话 ：
13907621035

2019年10月17日

通知
张泰良先生：
你现已被免去我公司法定代表人
职务，特限你于收到本通知之日
起三日内，将我公司下列印章、资
料、文件交还我公司，否则，我公
司将依法处理：1、公章、合同专用
章、发票专用章、金税盘、国税密
钥、地税密钥、空白发票21份（号
码：06156263-06156283，作废 1
张06156260）、发票购领本、2017
年 1-12月凭证、现金日记账、银
行日记账及总账。2、琼山区林村
合作开发项目的勘察成果资料、
规划施工设计资料及施工图
纸。
通知人：海南德凯隆实业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17日

▲海南博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宣奇遗失海南泰龙商城管理有
限公司新小吃街一期 10、11 号
10000 元定金收据，收据编号：
0020760，特此声明作废。
▲吴三得遗失坐落于海口市大英
新村7号的房屋所有权证，证号：
5771，声明作废。
▲吴三得遗失坐落于海口市大英
新村 7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
号：海口国用（91）字第02226号，
声明作废。
▲海南禄上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遗失海口市房地产中介机构
备案登记表，声明作废。
▲东方华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 机 构 信 用 代 码 证 ，代 码:
G10469007018608907，声明作废。
▲杜修精遗失座落于海口市文明
一路57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
号: 海 口 市 国 用（2002）字 第
2002002492号，声明作废。
▲海南龙芝林药品超市连锁经营
有限公司乐东九所新区分店遗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经营许可证
正副本，证号：琼DB250079（Ill），
声明作废。
▲张冬辉遗失位于儋州市那大北
部新区控规H02一03号地块儋州
望海国际花园9#幢9一1506房的
不动产权证一本，证号：琼(2018)
儋州市不动产权第0013941号，声
明作废。

声明
因租户已搬出803房，现将该租赁
证注销，证号：201839587。

房东：陈洪忻

减资公告
五指山避暑山庄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代码91469001MA5REN202L）
经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
人民币减至100万人民币，债权人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向公
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请求，特此公告。

公 告
海南立得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何小丽与被申请人你
公司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
〔2019〕第142号）定于2019年12
月4日下午3时开庭审理。因无法
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委（海口市西沙路4
号，联系电话:0898-66775828）
领取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开庭通
知书等，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按时
出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特此
公告。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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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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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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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平米、带庭院13976675406

出售经营20年门诊临街旺铺
192平方米，电话:13005030555

商铺招租
海口龙昆南路金霖花园临街铺面

两 个 约 110 平 公 开 招 租 ，

68535357,13322085875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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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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8696891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广告

2020年海南大学公共管理硕士(MPA)

招生简章
海南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并先后入选“世

界学科”建设高校和“部省合建”高校，纳入教育部直属高校序
列。根据招生计划，2020年我校拟招收公共管理硕士（MPA）
专业学位研究生161名，其中非全日制136名，全日制25名。专
业代码为：125200。

报名条件：大学本科毕业3年或大专毕业5年及以上者。
报名方法和程序：1.网上报名：2019年10月10日-31日每

天9:00-22:00。报名网址:http://yz.chsi.com.cn或http://
yz.chsi.cn 2.现场确认时间地点、打印准考证日期：以网上报名
规定为准。3.考试时间：2019年12月22-24日(以网上报名规
定为准)。

初试科目及复试：初试：1.英语二 2.管理类联考综合；复
试：思想政治理论

联系方式：电话及传真：（0898）66292663 网址http://
www.hainu.edu.cn/mpa 邮箱hainumpa@sina.com

海南大学MPA教育中心地址：海南大学社科群楼A栋
A110室

关于G9811中线高速公路枫木互通
至乌石互通施工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万宁至洋浦高速公路岭门互通跨线工程在G9811中线高
速公路进行交安设施和桥梁防护涂装施工的需要, 为确保顺利施
工和行车安全，现计划对相关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具体管制方
案如下：一、管制时间：2019年10月22日至2019年11月30日。
二、管制路段：G9811中线高速公路K91+300至K102+700段(枫
木互通至乌石互通)。三、管制方式：（一）2019年10月22日至
2019年11月9日，封闭管制路段右幅（屯昌往琼中方向）,由屯昌
往琼中方向的车辆从枫木互通下高速→绕行G224海榆中线→乌
石互通上高速继续前往琼中方向，未封闭的左幅（琼中往屯昌方
向）正常通行。（二）2019年11月10日至2019年11月30日，封闭
管制路段左幅（琼中往屯昌方向）,由琼中往屯昌方向的车辆从乌
石互通下高速→绕行G224海榆中线→枫木互通上高速继续前往
屯昌方向，未封闭的右幅（屯昌往琼中方向）车道正常通行。

请途经管制路段的车辆,请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或按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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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

琼税一稽告〔2019〕120号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海南华伟元电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MA5RCT
WP3P，法定代表人：陈有清,身份证号码432822196302194148）：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涉
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琼
税一稽罚告〔2019〕1000061号）公告送达。

《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主要内容：
一、税务行政处罚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二、你公司取得长春市钰霖粮食购销有限公司2016年9月23日开

具的 30 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2200161130，发票号码：
00765564 至 00765584、00765587 至 00765593；发 票 代 码 ：
2200162130，发票号码：00472272和00472273）和长春市釜悦粮食购
销有限公司2016年9月22日开具的3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
2200161130，发票号码：00765594至 00765623），金额合计5,989,
380.60元，税额合计778,619.40元，已全部于2016年9月认证抵扣。经
检查核实，认定你公司在与长春市钰霖粮食购销有限公司、长春市釜悦

粮食购销有限公司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取得上述60份增值税专用发
票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
二项规定，是虚开发票行为。我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
第三十七条规定，拟对你公司处予500,000.00元罚款。

二、你公司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请在我局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
定之前，到我局进行陈述、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逾期不进
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

三、因拟对你公司罚款在10,000.00元（含10,000.00元）以上，你
单位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可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3日内向本局书面提
出听证申请；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特此公告
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华信路5号
联系人：王女士、邓女士；联系电话：0898-66714232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10月18日

本报海口10月17日讯（记者尤
梦瑜）低回的旋律倾诉着旧时代的哀
叹。10月17日晚，2019年精品剧目
惠民演出系列活动之一——由中国歌
剧舞剧院创作演出的歌剧音乐会《伤
逝》在省歌舞剧院上演。舞台上的紫
藤花架下，在乐队的现场伴奏中，演员
们以精湛的歌唱技巧、婉转的歌声为
观众们再度讲述起这个反映旧社会年
轻人冲破封建束缚的悲剧故事。

自由恋爱的涓生和子君迁入新居，
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但是世俗偏见
使他们受到嘲讽，接着涓生被辞退了职
务。涓生决定另谋生路，可他们的自由
结合使周围的人给以白眼，连挚友也避
开了他们，夫妻感情因而发生了裂痕
……悲剧给人留下了深深的思索。

为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编剧
王泉、韩伟根据鲁迅的同名小说改编

创作歌剧《伤逝》，该剧由施光南作
曲，广泛运用了咏叹调、宣叙调、对
唱、重唱、合唱、伴唱等丰富多样的声
乐体裁。1981年，由中国歌剧舞剧院
组织创作演出。2014年，中国歌剧舞
剧院对该剧进行复排。

此次在琼上演的是歌剧音乐会
版本，主创团队精心挑选经典选段，
在保持剧情完整性的情况下将其串
联，使观众在音乐会的氛围中去感受
这部悲剧。“这是歌剧《伤逝》首次以
音乐会的形式上演。最大的亮点就
是乐队从乐池中搬到了舞台上，而这
也更有利于乐队去贴合演员们的表
演。”该剧指挥周君介绍。

“音乐会的形式将更有助于演员
全身心投入到演唱之中。希望海南
的观众能够通过我们的演绎，去感受
那个时代年轻人的不易和他们的反

抗精神。”该剧子君的扮演者王莹说。
在音乐会中扮演涓生的王都是

一位“80”后，他表示自己从当代年
轻人的角度去揣摩这个角色，借鉴前
辈们的经验，结合自身表演经验，来
为观众塑造“涓生”。

中国歌剧舞剧院是中央直属院团
中规模最大、艺术门类最多、历史最悠
久的国家级艺术剧院。半个多世纪以
来，剧院创作演出了百余部歌剧舞剧作
品，其中，新中国第一部民族歌剧《白毛
女》、第一部民族舞剧《宝莲灯》、第一部
喜歌剧《小二黑结婚》以及歌剧《伤逝》
《原野》，舞剧《红楼梦》《铜雀伎》《文成
公主》等剧目已成为典范之作。

该作品将于10月18日上演第
二场，公众可前往省歌舞剧院售票处
或通过关注“海南省歌舞剧院”微信
公众号进行购票。

鲁迅原著改编 反映时代悲情

歌剧音乐会《伤逝》海口上演

夯实青训基础
狠抓脚下技术

——海南U14足球队首夺全国冠军的背后

2019年中国“菁英杯”青少年足球联赛总决赛
U14组决赛近日在江苏省苏州市结束，海南中海U14
队逆转对手夺冠。这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海
南男子足球队获得的第一个11人制全国冠军。

赛后，海南中海队主教练翁海标被评为最佳
教练员，进8球的吴一凡成为最佳射手，黎劭酌和
杨帅鸣被评为希望之星，杨绳欢当选为最佳门将。

海南中海U14队在本次比赛中以4战全胜的
战绩夺冠，一共踢进24个球，仅失一球，展示了较
强的实力。该队教练翁海标说，这几年，海南中海
各年龄段球队狠抓基本功训练尝到了甜头。

中海U14队十几名球员家长也随队飞抵苏州，为
球队打气。在他们眼中，对手实力不俗，中海队的这个
冠军来之不易。“中海U14队球员的技术这半年提高了
不少，小范围配合熟练多了。”球员吴一凡的妈妈说。
这次远征苏州看中海U14队的比赛，虽然还是很紧
张，但明显心里有底多了，这个底就是球队的技战术
水平有了提高。她说：“球员们拿球不慌了，能控制住
球了，并且几个人之间能默契地进行短传配合。不像
以前，对手一紧逼，我们的球员就开大脚。”

球员李旭阁的爸爸很支持海南中海队狠抓球
员基本功的建队理念，他说：“技术是球员的立足
之本，徐根宝曾说过，有脚下，走天下，说的就是小
球员一定要从小打下扎实的基本功，长大才能踢
出名堂。通过这次比赛夺冠可以看出，海南中海
U14队抓基本功初见成效。”

经过3年的努力，海南省足协和海南校园足
球紧密挂钩，打造了较为完善的青训体系。目前，
省足协成立了5岁至15岁11个年龄段、21支球
队，共400多人。这些孩子来自海南中学、海口四
中、海口一中等省内多所学校，他们平时都在各自
的学校读书，每周训练三次。海南中海队各年龄
段都有不少较为出色的小球员。其中，吉训正、陈
长宏和韩昌定曾入选过国少U12集训队，刘志丹
和张祖民入选过国少U16集训队。

省足协相关负责人透露，海南青训足球能在
三年内取得好成绩，和省旅文厅、省财政厅、海口
市教育局、旅文局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分不开。在
这些单位的帮助下，海南省足协大力开展青训足
球，连续几年举办从7岁组到18岁组全省规模的
青少年冠军联赛。

省足协主席吕建海说，获得冠军并不会让我
们忘乎所以，海南足球仍任重道远。青少年球员
的成长才是海南足球的未来和希望，海南足球还
处于打基础的阶段，青训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
贫，才能有未来。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11月17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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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武汉10月17日电（记
者梅世雄 李劲峰）第七届世界军人运
动会18日将在湖北武汉开幕。来自
109个国家的9308名军人报名参加，
解放军体育代表团共派出406名运动
员参赛。

记者从武汉军运会倒计时1天专
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军运会共有
109个国家9308名军人报名参加，赛
会规模为历届最大；设27个大项、329
个小项，竞赛项目为历届最多；50多个
国家防长、军队总长和各国驻华武官等
要员将出席开幕式，影响广泛深远。

武汉军运会执委会主任、中央军
委训练管理部副部长杨剑说，从报名

参赛情况看，各国普遍派出强大参赛
阵容，其中获得过世界冠军的运动员
有67人，里约奥运会前八名选手有
118人，现代五项世界排名前十的有8
人，5个军事特色项目有43名上届冠
军，可以预见比赛竞争将十分激烈。

据介绍，中国军队高度重视本届
军运会，组建553人的史上最大规模
体育代表团，406名参赛运动员士气
高昂、精神振奋，赛前进行了针对性
强化训练，全面做好备赛冲刺，确保
以最佳精神状态、最强竞技实力投入
比赛，力争取得优异成绩。

武汉军运会在筹备过程中也创
造了军运历史上的多项第一：首次走

出军营办赛，首次集中建设军运村，
首次实现在同一个城市举办所有比
赛项目，首次采用5G+8K、5G+VR信
息传输与电视转播技术，首次为各个
代表团提供全方位的志愿服务。

设立38个专业竞赛委员会，遴选
确定2344名高级别裁判员，为运动员

创造公平公正的比赛环境；设立40个
兴奋剂工作站，组建652人工作团队，
制定600余例检测计划，全程加强兴
奋剂检测管控，本届军运会将采取一
系列举措狠抓执纪，确保举办一届纯
洁干净、公平公正的军运盛会。

作为第七届世界军运会的承办

城市，武汉市在场馆设施和城市运行
保障等方面也已做好筹备工作。本
届军运会新建改建和临时搭建35处、
共计54个场馆设施，均已全部通过验
收，场馆信息基础设施、单项竞赛信
息系统、赛事指挥系统全部建成，并
全部通过测试赛检验。

109个国家9308名军人将参加
设27个大项、329个小项，规模和项目为历届之最

据新华社武汉10月17日电（记
者王自宸）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女
子足球比赛17日在这里开赛。在对
阵韩国队的比赛中，中国女队凭借整
体实力优势以3：0赢得开门红。

开场不到 7 分钟，中国队的杨
丽便踢进首粒进球。第52分钟，杨
丽在队友的配合下再进一球。补
时阶段，中国队获得点球机会，张
睿点球补射入网。最终，中国队以

3：0取胜。
中国女队主教练赵争春赛后表

示，本场比赛中国队正常发挥了水平，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中国队将再接再
厉，在小组出线基础上争取夺冠。

关注军运会

中国女足3：0胜韩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