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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遗失声明

海南墨子慈善基金会遗失《海南

省公益事业接受捐赠统一收据》

一 本, 收 据 号 码:0080502-

0080525；《财政票据领购证》,登

记本号：省0079号，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海南桑多家具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秦润不慎遗失身份证，身份证
号：452528198211056211，特此
声明。
▲于瑞萍不慎遗失中国重汽集团
五指山泺海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具
的坐落于海南省五指山市南5路9
号泺海蝶泉湾29-2-301的购房
收据一张，收据号：0015137，金额
691180元，开具日期2017年4月
25日；声明作废。
▲三亚鑫环海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三亚哈达农副产品交易有限公
司合同专用章遗失，现声明作废。
▲陵水海韵广场装修小小网吧杨
哲遗失保证金收据编号5526428，
金额15000元，声明作废。
▲海南艾美兴房地产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
废。

拍卖公告
融商近期将拍卖以下资产：1、屯昌

县内143亩建设用地；2、屯昌县内

666亩林业用地；3、4500万元换地

权益书。

有 意 竞 买 者 请 联 系 ：王 先 生

18689911100

儋州蓝洋酒店项目整体转让
现有儋州蓝洋镇在建酒店项目整

体低价转让，项目总占地面积82

亩，总建筑面积3.3万平米。联系

人：方女士13876171217

挂牌转让海外大厦办公房
面积741m2总价472万元起（12

月底）。余女士0571-86094129,

卢先生：13616533386

关于收回租赁场地的公告
我公司（原海南省地矿局创业服务
中心）与海口文庄医院有限公司签
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将于2019
年11月30日租赁期满。从2019
年12月1日起，我公司将依法收回
位于南沙路66号地质大厦第一、
第二层房产，终止租赁合同，不再
出租给海口文庄医院从事经营活
动。特此敬告相关人士周知。

海南地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2日

通知
保亭盈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你司
与我司2010年有一笔债务不明，
望你司即日起30日内前来解决，
逾期我司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处理。联系
人黄会计83663458。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城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11月30日

▲海南卓迈公路旅客运输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琼B39195车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副本一本，琼
交运管三亚字460200063978号，
现声明作废。
▲海南海颐芳化妆品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2-2)各一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10039441984X8，银行开户
许 可 证 一 本 ，核 准 号:
J6410020652501。特此声明。
▲刘还金、蔚梅兰遗失位于海南省
定安县定城镇塔岭新区富民大道
23号御景鸿世纪雅居C栋1103房
的房产证一本，证号：房权证定城
镇字第0015740号，声明作废。
▲蔡陵不慎遗失座落在陵水县英
州镇清水湾旅游度假区瀚海银滩
A09区二期洋房SA1幢1609号房
产 证 ，产 权 证 为 陵 水 字 第
20156168号，特此声明。

▲海南奇仕实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和副本各一本，注

册号：4600002004021，遗失公章

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特思晓玲蛋糕店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

号：JY14601061031113，声明作

废。

▲海南樱桃红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副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14601060029477，声明作废。

▲柏春龙遗失导游证，证号：

NAA9435Y，特此声明。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

学研究院遗失全国性社会团体会

费 统 一 票 据 ，票 据 代 码 ：

100070219， 票 据 号 码 ：

0000342036，金额：20000元，声

明作废。

▲周勤、秦世平遗失座落于文城镇

清澜白金路1号的国有土地使用

证, 证 号: 文 国 用（2012）第

W0304030号,特此声明。

▲蓬莱镇黄典园经济社遗失座落

于蓬莱镇蓬莱村委会黄典园村的

集体土地所有证,证号:文集有

（2004）第WJ0600125号,特此声

明。

▲河南龙骏家园酒店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海南三林旅业开

发有限公司收据一张，编号：

1107501，金额：10000元整，声明

作废。

▲ 甘 菊 云 （ 身 份 证 号 ：

460102197901082425）遗失就业

失 业 登 记 证 ， 证 号 ：

4601060013010295，声明作废。

▲吴事明遗失房屋租赁证，证号：

50032，声明作废。

邀标公告
海南海钢集团有限公司现公开对
综合系统升级开发项目、音响设备
采购安装项目进行邀标，地点位于
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
联系人：敖先生 26605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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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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

本报三亚11月29日电（海报
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吴维杨）冲冲
冲，去三亚看罗纳尔迪尼奥（球迷昵
称小罗）踢台克球（桌式足球）。11
月29日，前世界足球先生、巴西球星
小罗现身三亚，此时的他多了一个新
身份——三亚亚沙会新增项目台克
球推广形象大使。

台克球是由匈牙利人发明的桌
式足球比赛，其中文译名为“台克
球”，它将在2020年三亚亚沙会上以
正式竞赛项目亮相。台克球是以足
球规则为基础、结合大数据分析的新
式运动项目，是足球的互补运动，它
能提高足球玩家的自信心和技术水
平。同时，它具有可移动、可折叠、占
地空间小、便于普及等特点。

为了推广台克球项目，小罗不远
万里从巴西来到三亚。在当天中午
举行的发布会上，还没有倒时差的小
罗满脸疲倦，但一聊到足球话题，他
立刻打起了精神。

“台克球是一项老少皆宜的运
动，它糅合了足球和乒乓球的技巧，
相信它会在中国得到很好推广。”小
罗说，台克球首次成为亚沙会比赛项

目，将在2020年三亚亚沙会亮相，有
望成为这届赛会上的一道新风景。

小罗到底有多火？
在三亚大东海景区，一场马来西

亚队与日本队的亚太台克球锦标赛
决赛正在进行当中。现场观众一听
小罗来了，欢呼声立即高过现场DJ
的分贝。球迷们身着小罗曾效力过
的俱乐部队球服，都翘首盼望着想看
小罗出场秀球技。

当小罗携队友一入场，现场欢呼
声达到高潮。简单热身和互相致敬
对手后，小罗一出脚，就让人领略到
了前世界足球先生的风采：脚弓轻轻
一点，球救回来马上便转换成助攻；
看似漫不经心地回球，实则把球踢到
对手的防守弱区；队友认真地胸部做
球给小罗，他却调皮地用后脚跟给队
友做二传，助攻队友得分。

“三亚的沙子真软，特别适合开
展台克球运动，期待有机会与大家在
三亚亚沙会上再相聚。”小罗说。

小罗三亚推广亚沙会新项目台克球

➡ 台克球运动全球形象大使、
巴西球星小罗在三亚为球迷献上台
克球表演。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本报讯（记者赵优 特约记者谢
琛）海南日报记者11月29日获悉，
作为今年欢乐节三亚分会场主要活
动之一的2019吉成健美之夜暨第9
届三亚国际沙滩先生比基尼小姐大
赛将于12月21日在三亚举行，为三
亚亚沙会预热造势。

据了解，本届大赛将于12月21
日至24日在三亚湾举行，比赛项目
包括男子传统健美、男子古典健美、
男子沙滩健体、女子健体、女子沙滩
比基尼、沙滩运动先生、沙滩运动小
姐、沙滩美臀小姐等8个项目。其
中，各比赛项目又分别按身高、体重

分为不同比赛级别。如男子传统健
美将分为9个级别，男子古典健美将
分为5个级别，男子沙滩健体将分成
人4个组别等。

比赛报名将于12月1日截止。
本届比赛由省旅文厅和三亚市

政府共同主办。

定安举办学生绘画比赛
本报定城11月29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

员陈春羽）11月29日，定安县首届“三支笔小画
家”学生绘画比赛在湖南师大附属定安中学举行，
定安全县各中小学的35支队伍共200余人参赛。

比赛分小学低年级组、小学高年级组、初中组
和高中组四个组别。比赛中，参赛选手以儿童画、
水彩画、水粉画、漫画等形式，围绕主题现场创
作。经专业老师认真评选，每个组别分别评出一
等奖1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5名和优秀奖6
名。现场还评出了优秀组织奖10名。

比赛由定安县委宣传部、县教育局、团县委主办。

据新华社三亚 11 月 29 日电
（记者韦骅 刘博）记者29日从国际
台克球联合会在三亚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台克球（桌式足球）运动
成为亚沙会新增项目。

台克球自 2014年在匈牙利发
明以来，已经在全球66个国家得到
推广，并获得了亚洲奥林匹克理事
会和非洲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协会
的认可。

当日，亚洲太平洋杯沙滩台克球
锦标赛在三亚市举行，来自8个国家
和地区的 10 支队伍参加了比赛。

2020亚沙会将于明年11月28日至
12月5日在三亚举行。

台克球运动全球形象大使罗纳
尔迪尼奥29日也来到三亚推广这项
运动，并与当地年轻人一起玩开了台
克球。

罗纳尔迪尼奥说：“很开心能在
距离亚沙会一年的这个时间来到中
国，我们可以看到这项运动自9月份
在中国宣传以后发展很快，大家对这
项运动的激情和能量显而易见，期待
这项运动能取得更多激动人心的辉
煌时刻。”

沙滩台克球锦标赛三亚举行
台克球成亚沙会新增项目

海南作家邓西出新书
本报讯（记者尤梦瑜）近日，我省儿童文学作

家邓西的新书《路过一棵开花的树》由中国少年儿
童新闻出版总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将于
12月初与读者见面。

据悉，《路过一棵开花的树》入选“《儿童文学》
金牌作家书系”，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重点选
题图书，同时也是海南省文学院首届签约作品。

该书是邓西耗时两年多精心打磨的长篇小说，讲
述女孩木小树从幼年到初中毕业的一段成长经历，
是一部有关友情、亲情、青春、成长、责任与勇气的作
品。小说文字清新，充满童趣，触及生命、死亡、爱
等“人生命题”，流露出坚定、温暖、向上的力量。

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据路透
社报道，俄罗斯体育官员26日公开反
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对俄提
出的禁赛四年提议，称此举过于严厉，
将严重损害俄罗斯体育事业的发展。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独立合规审查委
员会25日称，由于发现莫斯科反兴奋剂
实验室提供了伪造的数据，因此提议在
国际重大赛事上对俄罗斯禁赛四年。

俄罗斯拳击联合会主席奥马尔·克
列姆廖夫在一份声明中说：“这很糟糕。
我只能说这些提议十分不公平。俄罗斯
在世界体育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怎
么能对这样一个国家实行禁赛惩罚？”

俄罗斯冰壶联合会主席德米特里·
斯维晓夫表示，由于兴奋剂丑闻，俄罗
斯已经受到了足够的惩罚，这些提议过
于严厉、毫无根据。俄罗斯在反兴奋剂
领域取得很大进步，如此严厉地惩罚下

一代运动员实在有些过分。
12月9日，WADA独立合规审查

委员会将把提议提交给WADA执行
委员会讨论。如提议获通过，那些没有
使用兴奋剂历史的俄罗斯运动员将参
照平昌冬奥会的做法，在未来四年以中
立身份参与国际重大赛事。此外，该提
议还禁止俄罗斯在四年内主办大型体
育赛事，除非在法律上或实际操作上无
法实现，俄罗斯已经获得主办权的大型
赛事也将移至其他国家举办。

国际奥委会在一份声明中说，他
们十分欢迎干净的俄罗斯运动员有机
会参加奥运会。

俄罗斯奥委会主席斯坦尼斯拉
夫·波兹尼亚科夫28日表示，俄罗斯
将继续为明年东京奥运会做准备，他
们将竭尽全力让运动员在东京奥运会
中以俄罗斯运动员身份参赛。

三亚国际沙滩先生比基尼小姐大赛下月举行

本报三亚11月29日电（记者
徐慧玲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吴维杨）11月28日，2019（首届）中
国职工沙滩运动会（以下简称职沙
会）在三亚开幕。

首届职沙会是三亚举办的首个
职工沙滩运动综合赛事，也是2020
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部分项目
的压力测试赛。

据介绍，本届赛事以“健康中
国，快乐职沙”为主题，全部比赛在
三亚大东海和三亚湾海滩举办，将

持续至12月1日。赛会设置了10个
大项34个小项，共将产生135枚金
牌。包括沙滩足球、沙滩台克球、沙
滩田径、3X3篮球、公开水域游泳5
个三亚亚沙会项目以及沙滩气排球、
沙滩巧固球、全健排舞、拔河、水上拓
展5个职工特色项目。来自全国17
个行业、79家大型企事业单位、176
支代表队的1300余名职工参赛。

三亚亚沙会组委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本届职沙会比赛项目中，台克
球和沙滩足球的竞赛场地，是三亚

亚沙会示范性场馆，组委会将统筹
赛会各部门资源，在支持职沙会举
办的基础上，确保亚沙会各项工作
方案、应急预案完成测试，及时总结
经验，查找不足，为明年亚沙会顺利
举办打下坚实基础。

职沙会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通过此项赛事，希望能在全国职
工运动爱好者中推广和普及沙滩运
动，为三亚沙滩运动扩大参与人群、
拓宽传播渠道和提升品牌影响，助
力三亚亚沙会筹办。

亚沙会举办部分项目压力测试赛

首届中国职工沙滩运动会三亚开赛

本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陈虹
宇）11月27日、28日两晚，红色主题
杂技剧《战上海》在海南省歌舞剧院
连演两场，震撼人心的杂技艺术和红
色文化内涵，让海南观众大饱眼福。
演出既是海南省精品剧目惠民演出
系列剧目之一，也是2019年（第二十
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艺术演
艺周”演出之一。

《战上海》为庆祝上海解放70周

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而创作，由上
海杂技团、上海市马戏学校联合创
排，是海派杂技对红色文艺作品的一
次探索。它以解放战争时期上海战
役为背景，艺术地展现了进步青年追
求理想、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感人
故事，全剧巧妙运用杂技艺术传递出
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演出以快速
切换的节奏、壮烈凄婉的爱情和充满
张力的高难度杂技融合为特色，呈现

出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和观赏性，被观
众赞为“有筋骨、有血肉、有温度”。

重点突出文化内涵和艺术特色，
是本届欢乐节的一大亮点。为积极推
进惠民演出计划，拓展文旅融合发展，
增强百姓获得感，省旅文厅引进了《战
上海》等10场演出，旨在为市民游客带
来惠民演出的同时，也彰显欢乐节的
艺术特色，打造欢乐节“艺术演艺周”
品牌。

杂技剧《战上海》椰城连演两场

省大学生校园足球联赛收兵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经过近一周的激烈角

逐，2019年海南省大学生校园足球联赛日前在海
南大学收兵。决赛中，海南师范大学队以4：0的绝
对优势战胜海南大学队，夺得专业组冠军，海南大
学队获得亚军。

在普通组决赛中，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队
3：2胜海南政法职业学院队，获得冠军，海南政法
职业学院队屈居亚军。

据悉，海师大队将代表海南参加本年度全国
校园足球超级冠军组比赛，海南大学队将代表海
南角逐本年度全国校园足球（南区）比赛。

赛事由省教育厅、省旅文厅联合主办。

海南高球公开赛儋州开杆
本报洋浦11月29日电（记者王黎刚）2019

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暨国际业余高球锦标赛11
月29日在儋州古盐田高尔夫俱乐部开杆。首轮
比赛中，13岁海口少年刘恩骅打出全场最低的69
杆，以一杆优势暂列男子组头名。14岁陕西球手
安彤首轮打出70杆，暂列女子组头名。

赛事汇聚了多站海南公开赛巡回推广赛分站
赛冠军和民间高手、中国青少年高尔夫菁英赛冠
军等国内外高球精英选手，争夺为期三天的54洞
个人比杆赛男女组冠军，以及2020海南公开赛暨
欧巡挑战赛配对赛资格。

比赛由中国高协、省旅文厅主办。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提议
对俄禁赛四年
俄体育官员表示不公平

蹦床世锦赛

中国女队获
网上团体第四

11月29日，在第
34 届蹦床世锦赛女
子网上团体决赛中，
中国女队以121.815
的总成绩获得第四
名。图为选手刘灵玲
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