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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遗失声明
海南鑫佳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2-2），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687279713T及公章、财

务专用章和合同专用章，声明作废。

▲于建锋遗失建筑工程师证，证号:
琼建职中20160693，声明作废。
▲本人石坚，不慎将新世界中国地
产（海口）有限公司开具的恒大美
丽沙楼宇认购书遗失，编号:
1800395，现声明作废。
▲东方景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纳
税 人 识 别 号
914690070905282114）遗失税控
盘，盘号：661812812088，声明作废。
▲东方市东海朝阳楼遗失营业执
照 正 本 ， 注 册 号 ：
469007600049066，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告
海南长安国际制药有限公司委托

北京国环建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编制的《美安科技新城新厂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已完成，现对该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进行公众参与信息公示，请公

众在10个工作日内提出与上述项

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或建议。

项目具体内容请登录：http://

gxq.haikou.gov.cn/blog/open/

post/6360。公众意见表下载链

接 ：http://www.mee.gov.cn/

xxgk2018/xxgk/xxgk01/2018

10/t20181024_665329.html

海南长安国际制药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19日

▲东方景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方支行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410019181901，账号：
2201026809200097167，声明作废。
▲东方八所外卖一哥餐饮店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2469007MA5T52PC28，声
明作废。
▲海南龙城之家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100MA5RF45Y3L）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霍然不慎遗失恒大金碧天下
246-504号房购房相关收据，编
号：HN1834698，现声明作废。
▲陈民强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469034600042237，声明
作废。
▲黄玉佳遗失道路货物运输从业
人 员 资 格 证 一 本 ，证 号 ：
460003197510108617，流水号：
4600168083，声明作废。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05执1292号之一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朱如音与
被执行人朱俊丰、林建珍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中,依法查封并扣押被执
行人朱俊丰名下车牌号为琼
AEQ199的江铃牌汽车(车辆识别
代号：LVXDAJBA5GS070034)。
现本院拟定对上述查封的车辆进
行评估拍卖,如对上述财产权属有
异议者，请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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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秀
英区人民法院。二〇一九年十月
十八日。联系人:王楠,联系电话:
68659205。本院地址:海口市秀
英区海盛路68号 邮编:57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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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售经营20年门诊临街旺铺
192平方米，电话:13005030555

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公 告

为解决“慈凤大厦”项目拖欠工程款历史遗留问题，我
局委托了有资质的评估公司对“慈凤大厦”项目施工完成的
工程量进行评估，评估价值为324.9338万元。特征询异议，
若对评估结果有异议者，请在此公告刊登之日起10个工作
日内书面告知我局。

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0月18日

广告

军运会
海南省网络作协成立

本报海口10月19日讯（记者尤梦瑜）10月
19日，海南省网络作家协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
体会员大会在海口召开。首批88名会员名单中，
年龄在35岁以下的75人，占会员总数的85%。

会议审议通过了章程（草案）及筹备工作报告
的决议，选举产生了省网络作协第一届理事，理事
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主席团，网络作
家汤勇（打眼）当选省网络作协首任主席，李宁、刘
琦（水千丞）、乔焕江、魏立军（月关）、丁凌滔（忘
语）和梁业龙（梁七少）当选副主席，聘任黄卫（柳
下挥）为第一届理事会名誉主席。

海南省男足超级联赛开踢
本报海口10月19日讯（记者王黎刚）“硕克

杯”2019年海南省男子足球超级联赛10月19日
开踢，共有7支球队参加，采用主客场循环赛制，
冠军奖金9万元。

揭幕战中，卫冕冠军红色战车队5：0胜宇天
足球俱乐部队。此外，儋州市足球队在儋州市一
中足球场0：1小负万宁腾骥足球俱乐部大丰收诺
丽队，岁月明星俱乐部新温泉海南大学足球队在
海大第一运动场1：2惜败陵水鼎力靖程足球俱乐
部海南师范大学队。

获第二名至第四名球队将分获奖金6万元、5万
元、3万元，获第五名至第七名球队各获奖金2万元。

业余高球挑战赛海口收官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10月18日晚，为期三

天的三亚奥卓酒店公寓杯2019全国高尔夫球业
余冠军球队挑战赛在海口观澜湖收杆。

经激烈角逐，北京友朋队夺冠，蜈支洲岛海南
精英队获亚军，东莞老鹰队获季军，昆明滇池·玉
龙湾队位居第四，金杯电工·长沙鹰队位列第五。
个人战绩方面，北京友朋队陈树新和昆明滇池·玉
龙湾队王勇、何应贵分获个人冠、亚、季军。

乐东举办少数民族水上运动会
本报三亚10月19日电（记者易宗平 特约

记者林东）10月19日，乐东黎族自治县2019海
南亲水运动季少数民族水上运动嘉年华开幕。

本次活动为期两天，主要内容有赶猪接力、夹
槟榔接力、水上竹筏挑战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开幕式后举办了射弩、押加、陀螺、赶猪接力、
夹槟榔接力等比赛。10月20日，将举办少数民
族水上竹筏挑战赛。

海南定向公开赛澄迈举行
本报金江10月19日电（记者余小艳）10月

19日下午，2019年海南省定向公开赛在澄迈县大
丰镇大丰村举行。

本届赛事分专业组、健身组、亲子组3个组
别，共有400名群众参赛。选手们以大丰村为赛
场，自由规划路线，根据赛事要求完成任务点标。
赛事以选手打卡数量的多少来评定总成绩，若出
现相同成绩，则用时最短的选手获胜。

活动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2019年海南省
定向公开赛以“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
体育强国建设”为办赛方针，是专业性强、参与广
泛和兼顾娱乐性与知识性的省级赛事。

10月19日，第三届2019三亚“大东海杯”·
Hobie16帆船邀请赛在三亚大东海旅游风景区
扬帆起航。来自中国、美国、英国等国家和地区
的38支队伍共近百名选手将开展为期两天的海
上竞逐。赛事设Hobie16帆船练习赛、大师赛、
家庭赛等专业赛事，还有水鼓舞、啦啦操等系列
活动，让市民游客体验水上运动乐趣，助力三亚
举办2020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

文/本报记者 徐慧玲 图/本报记者 武威

三亚帆船邀请赛扬帆起航

新华社武汉10月19日电（记者
刘济美 喻珮）19日，第七届世界军人
运动会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在男
子25米手枪军事速射团体决赛中，八
一射击队副队长兼教练金泳德领衔的
中国队获得团体冠军。这也是第七届
世界军人运动会产生的首枚金牌。

当天上午开始的比赛竞争激烈。
第一组比赛，中国队老将谢振翔发挥
稳定，法国选手位居小组第一。第二
组比赛开始后，金泳德稳扎稳打获
583环，但乌克兰选手表现突出，在8
秒速射中仅丢一分。第三组鸣枪开
赛，“95后”小将姚兆楠发挥神勇，在
前10发中打出97环的好成绩。此
时，现场大屏幕第一次出现实时总成
绩排名，排名前几位微小的总分差距
令现场气氛陡然升温。接下来排位前
三名的总成绩始终没有拉开差距。最
终，由谢振翔、金泳德、姚兆楠组成的
中国队以1747环的总成绩斩获本届
世界军人运动会首金。

“打响第一枪、射中第一金。”中央
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体育训练中心政

委曹保民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
示，运动员沉着冷静，每一枪都打得非
常坚决，获得好成绩的秘诀就在于发
扬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
不言败的精神。

男子25米手枪军事速射团体项
目是军运会独有的射击项目，贴近军
队实战化训练，也是中国队的传统优
势项目。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
体育训练中心八一射击队的李立亚
说，姚兆楠是自制力非常强的运动
员，这次比赛对他个人成长将会有很
大的提升。

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体育训
练中心八一射击队于2018年6月正
式组建，是由原军事体育运动大队射
击队、原广州军区射击队、原沈阳军区
射击队合并成立，已累计获得国内外
比赛金牌1000余枚。我国射击发展
史上很多优秀的射击运动员都来自军
队，有着“先有八一队，后有国家队”之
说。13次打破世界纪录的董湘毅、世
界冠军李亚敏、奥运冠军李对红，都是
我军射击健儿。

中国军团射中武汉军运会首金

据新华社武汉10月19日电（记
者肖世尧 王自宸）19日进行的第七
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女足比赛小组赛A
组第二轮比赛，中国队4：0大胜德国
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出线。

中国队全场比赛状态良好，牢牢

掌控着比赛局面。上半场第6分钟，
吕悦云率先进球，为中国队首开记
录，任桂辛1分钟后头球破门，将比
分扩大至2：0。

中场休息后，任桂辛在第51分
钟再入1球，帮助球队锁定胜局。第

77分钟，肖裕仪得球晃开防守球员
低射破门，最终帮助中国队4：0获
胜。两连胜且净胜7球未失1球的中
国队提前小组出线。

21日，军运会女足第三轮比赛，
中国队将迎战两连败的美国队。

新华社武汉10月19日电（王自
宸 李秉宣）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空
军五项飞行比赛19日进行。中国队
以总分第一的成绩，将空军五项的首
块金牌收入囊中，这是中国军团在本
届军运会上获得的第二金。

空军五项是军运会最具军事特色
的项目之一，包括飞行比赛和运动比赛
两部分。空军五项飞行比赛是指低空
三角导航比赛，运动员作为领航员指挥
飞行员在高度约200米的三角航线上
飞行40分钟。裁判员在3个检查点从
导航的精确度、准时到达能力等对运动
员进行打分，总得分最高者获胜。

本届军运会空军五项飞行比赛吸
引了中国、捷克、丹麦、巴西、立陶宛、
芬兰、西班牙、瑞典、厄瓜多尔等9个
国家代表队参赛。当天上午10时许，

比赛拉开帷幕，各国运动员作为领航
员，依次指挥飞行员驾驶初教-6型飞
机开展低空三角导航比赛。

中国队的运动员包括廖伟华、叶
邦武、李多琦、和浩琴等4人。其中，
廖伟华作为领航员参加飞行比赛，叶
邦武、李多琦、和浩琴等参与点位确
定、航速计算等低空三角导航各项规
划和准备工作。经过精密配合，中国
队获得总分第一，巴西队位居第二，芬
兰队排名第三。

根据空军五项竞赛总章程，国际
军体理事会的官方奖牌将颁发给个人
飞行比赛项目的前三名，成绩最好的
参赛国将获得冠军奖杯。21日至24
日，空军五项还将进行射击、障碍游
泳、击剑、篮球、障碍跑和定向越野6
个项目的比赛。

女足，中国队大胜德国提前小组出线

武汉军运会射击项目男子25米手枪军事速射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得冠军。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军运会上的首
枚金牌。图为中国队选手金泳德（中）、谢振翔（左）、姚兆楠在颁奖仪式上。 新华社记者 万象 摄

空军五项飞行比赛

中国队总分第一获第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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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手孙
一文夺得女子重
剑个人赛决赛冠
军后在颁奖仪式
上激动落泪。

中国选手陈晨（上）在柔道女子48公斤级决赛中夺冠。

中国选手王简嘉禾夺得
游泳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中国运动员廖伟华（前右）在空军五项飞行比赛中夺冠。

据新华社武汉 10 月 19 日电
（李秉宣 梁建强）19日晚，第七届世
界军人运动会乒乓球男团小组赛A
组比赛，中国队3：0战胜朝鲜队，挺
进男团半决赛。

然而，胜利并不轻松。3个3：2，
中国男团耗时2个多小时，打满全部
15局比赛，才最终战胜朝鲜队。

7：11、6：11，第一个出场的樊振

东先失两分。进入第三局，樊振东迅
速调整状态，打出一波5：0的漂亮开
局。然而，朝鲜选手韩宇宋连续追分，
一度追至7：8。技术暂停后，“慢热”
的樊振东终于找回手感。11：7，樊振
东在全场热烈掌声中赢下关键一局。
伴着自己的喊杀声，樊振东以11：4干
净利索地拿下第四局。决胜局，樊振
东以11：7艰难拿下第一场比赛。

随后上场的周雨、徐晨皓同样经
历波折。对阵朝鲜选手安吉宋，周雨
开局不利，以8：11、4：11先失两局。
好在周雨随后连扳三局，奠定整场比
赛胜势。最后出场的徐晨皓对战朝鲜
选手罗贤成，虽在第二、三局中被对手
赢下两分，但最终还是3：2战胜对手。

八一乒球队将于20日晚参加男
团半决赛，男团决赛将在21日进行。

乒乓球，八一队挺进男团半决赛

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
中国队以7分13秒35的佳绩夺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