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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省第三卫生学校不慎遗失海南
省行政事业单位往来结算凭证4张，
凭 证 编 号 ：7143755、7143767、
7143769、7143791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三亚荔枝沟陈俊旭食品配送部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代 码
92460203MA5RGAH54J，声 明
作废。

遗失声明
三亚丁汀旅游工艺品店遗失经营
者丁勇私章、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20001803801，声明作废。
▲海口秀英美味捷达生鲜配送店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一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460105MA5RJP-
GJXW，声明作废。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不动产登
记中心不慎遗失海南省非税收入
一般缴款书，票号:0511259189，
声明作废。
▲深圳华加日铝业有限公司海南
分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金色阳光温泉度假酒店有
限公司遗失卫生许可证，证号：海
卫公证（2019）第2917号，声明作
废。
▲本人漆丽金不慎遗失儋州信恒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
南海花岛收据一份，楼盘名称：中
国海南海花岛2号岛228栋2602
号房，收据编号HHD4045051，金
额 27240，特此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公告

本公司与冯海合同纠纷案，案号
（2017）琼0107民初136号，本案
已审理终结，即日起此案债权转为
赵国军个人所有。特此公告
海南新国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5日

▲儋州那大梦轩广告店遗失法人
名章（王梦轩）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薇爱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澄迈老城支行基本存款账户开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410009847101， 账 号 ：
2201036909100037313，声明作
废。
▲海南生基航建工程设备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及财务专用章，声明作
废。
▲程实不慎遗失东方广华实业有
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1张，房号：
东方碧海云天D1栋1001号房，收
据编号为DF0001054，金额:8448
元整，特此声明作废。
▲纪友红不慎遗失东方广华实业
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 3张，房
号：东方碧海云天C1栋1001房，
收 据 编 号 为 0004361，金 额:
517206元整；编号0004106，金额
10000元；编号DF0000773，金额
11162元；特此声明作废。
▲陵水海韵广场巴拉巴拉童装店
遗失装修保证金收据，编号：
2709733，金额 8000 元，声明作
废。
▲徐伟程遗失福源小区1幢A单
元16B（01163）号房收款收据，编
号：0020838，金额：22779.00元，
声明作废。
▲谭进遗失坐落于陵水县英州镇
清水湾旅游度假区A05区H-3D
号房权证，证号：陵房权证陵水字
第20111554号，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依佳人牛仔服装店遗
失个体工商营业执照正本，证号：
460106600340280，声明作废。
▲邢益心遗失坐落于文昌市东路
镇长征村委会西亭下村农村宅基
地房屋证，证号：文集用（2010）第
008040号，特此声明。
▲邢远建不慎遗失父亲邢加民的
骨灰临时保管合同，号码：海口市
殡仪馆临时宫左一架B面107号，
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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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宅基地使用注销公示
吴玉超申请办理使用的宅基地坐
落在文昌市文城镇新园村委会书
家 村 民 小 组 ，宗 地 号:
4690051005470015000，集体土
地使用证：文集用(2011)第036881
号，使用土地面积:25.20平方米，
经调查该房屋于2014年已拆除，
现吴玉超申请注销集体土地使用
证，经我村集体代表研究，拟同意
注销吴玉超的集体土地使用证，现
按规定予以公示。

文昌市文城镇新园村民委员会

▲海南联合航空旅游集团有限公

司公章因破损，现声明作废。

▲海南恒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和副本2-1，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97X864，声明作

废。

▲海南伟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

潘乐燕建造师证遗失，证书编号：

01674156，执 业 印 章 号 ：琼

246141608260，声明作废。

▲海南七瓣时光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章，

声明作废。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公安消防

大队不慎遗失中国工商银行琼中

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Z6410000049201，现声明作废。

▲林向勇不慎遗失坐落于会文镇

凤会村委会上昌二村集体土地使

用证，土地证号：文集用（2010）第

039726号，特此声明。

▲海口龙华蓝绿汽车配件商行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2460106MA5RGT39XE，声

明作废。

▲海南中铁保税冷链物流有限公

司因公章破损无法使用，特声明作

废。

▲昌江石碌永盛商行遗失营业执

照 正 本 ， 注 册 号:

469031600020599，声明作废。

▲王时卓遗失坐落于万宁市万城

镇人民东路南侧北门洋地段宝安

椰林湾18号楼301房的房权证，

证号:万宁市房权证万城字第

1504397号，声明作废。

▲高壮飞遗失中南西海岸B20-

403维修基金，所有权，燃气初装，

电 视 初 装 收 据 一 份 ，编 号:

0149296，金额:6813.4元，声明作

废。

▲林如坚遗失琼儋州10055号船

的所有权证书一本，所有权登记号

码:琼儋州（2006）第 YQ000057

号，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海南亚乾实业有限公司（信用代
码：91460200MA5T3AU075）拟
向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
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减资公告
海南诚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T1WW68H）经股
东会议决定，注册资本由5200000
元人民币减少至4160000元人民
币，原债权债务不变。特此公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注销土地登记和补发

不动产权证书的通告
海资规[2019]12583号

孔胜向我局申请补发不动产权证
书业务。该宗地位于海口市秀英
区西秀镇拔南村委会拔南村，面积
为98. 63平方米。经调查，孔胜持
有的海口市集用(2011)第024291
号《集体土地使用证》已登报挂
失。现我局通告注销该土地证，上
述土地证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凡
对此有异议者，请自通告之日起十
五天内向我局秀英分局提出书面
申诉，逾期无异议:我局将依法给
孔胜补发上述宗地的不动产权证
书。特此通告。

2019年11月26日

声明
海口永兴民泰液化气站撤销下属
的经营网点：海口琼山(海口永兴
民泰液化气站)风翔燃气服务部。
地址：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洗马桥
路129号。今后该网点所发生的
相关业务与本企业公司无关。特
此声明。海口永兴民泰液化气站

2019年11月28日

注销公告
海南忆青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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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天
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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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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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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注销海口市国用(2015)字第
003673号土地证和补发

不动产权证的通告
海资规〔2019〕13039号

周经利向我局申请补办位于海口市
海甸六庙 390 号,使用权面积为
81.66平方米的海口市国用(2015)
字第 003673 号《国有土地使用
证》。经调查,上述《国有土地使用
证》已登报挂失,现通告注销,该证
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凡对此有异议
者,请自本通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书面
申述。逾期无异议,我局将依法给
周经利补发上述宗地的《不动产权
证》。联系人李先生，65361223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2月3日

挂牌转让公告
转让方拟近期通过南方联合产权
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海口市红
明大厦14套住宅项目，可分拆受
让，为广泛吸纳意向受让方，特发
布本公告，基本详情可电话咨询联
系 人 李 小 姐 ：020- 84040460、
13711224991

广东万众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5日

补发不动产权证书公告
澄自然资告字(2019)12号洪宗和
不慎遗失澄迈金江镇集用(2011)
第06356号集体土地使用证，土地
登记座落为澄迈县金江镇六角塘
村委会新田村，登记面积为175平
方米。该权利人已于2019年6月
15日在《海南日报》上刊登遗失声
明并作废。现权利人向我局申请
补办新的土地使用证。经初步审
核，我局决定注销上述土地使用
证，有异议者请自本公告登报之日
起15个工作日内将书面材料送达
我局调查监测岗 203 室 (电话:
67629320)，逾期我局将依法核准
登记，补发新的不动产权证，原证
作废。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7月16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告
(2019)琼01执992号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口
银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与被执行
人林琳国内非涉外仲裁裁决一案
中,现拟对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
查封并由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
移送本院执行的被执行人林琳名
下位于海口市凤翔东路绿色佳园
江畔人家2-6号楼A单元第2层
A202房[房屋所有权证号：海口市
房权证海房字第HK404559号]进
行拍卖。对上述房产的权属有异
议者，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十日
内以书面方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本
院将依法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二0一九年十二月四日

公告
海南建桥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位
于海口市海景路北侧的“荣域三期
产权式酒店”项目，现已交付使
用。该项目的酒店三根据海口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认可的实测报
告及已办出的产证，海南建桥置业
有限公司拥有酒店三产权面积为
1,769.25平方米，其余不作产权的
共用建筑面积作为公共配套设施，
属于全体业主共同所有，海南建桥
置业有限公司已将该公共配套设
施移交给物业公司，待成立业主委
员会后，再由物业公司转交给业主
委员会。
特此公告。

海南建桥置业有限公司

公告
海南绿保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与海
南绿保无忧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
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双方无任何
关联，另海南绿保再生资源有限公
司分拣中心属海南绿保的资产，也
与绿保无忧无任何关系。如发现
绿保无忧在外借用海南绿保名义
对外发展业务，损害海南绿保公司
权益，公司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
的权力。特此公告。

海南绿保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9日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我局正受理吴以公（已逝，现公证
继承吴邦和）持有的《国有土地使
用证》[证号：东方国用（八所）字第
4159号]补办宗地档案地籍调查事
宜。该宗地位于八所镇东海路，土
地面积为192平方米，土地用途为
住宅用地。经实地调查，该宗地四
至为：东至五米公路，南至五米公
路，西至赵方木，北至周金妹。凡
对该宗地权属有异议者，请将书面
材料及有效证明材料自通告发布
之日起15日内送至我局调查确权
岗，逾期未提出异议，我局将按规
定为该宗地补办宗地档案并出具
宗地图。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 2019年12月3日

三亚宸鼎投资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股东会的通知
公司各股东：我公司定于2019年
12月24日召开股东会，现将本次
会议内容及基本情况通知如下：会
议时间：2019年12月24日上午九
点至十一点。会议地点：三亚市河
东区凤凰路水云间B303。会议内
容：修改公司章程明确股东会议议
事规则。会议联系人：杨助理，电
话18906399125。请公司股东务
必准时出席本次股东会，如不参
会，公司视为自动放弃权利。

三亚宸鼎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4日

公告
由天堂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赣
州市天堂鸟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承
建的国家开发银行海口培训中心
园林养护工程已全面完工，如有材
料和人工款项未结清以及与本项
目有关的其他债权债务者，请于公
告之日起一个月内到公司办理，逾
期 自 负 。 联 系 电 话 ：0797-
8220862 特此公告

天堂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4日

广告

海南体育训练基地巡礼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966123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5元 昨天开印时间2时25分 印完：5时10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位于陵水黎族自治县的羽毛球
训练基地，不但是国家羽毛球队冬训
的首选地，而且国青队和国家二队甚
至夏天也会飞来训练。“陵水羽毛球
训练基地已经成了国字号羽球队的
另一个‘家’。”陵水旅文局相关负责
人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2012年初，陵水羽毛球训练基
地正式揭牌。2013年 1月4日至3
月18日，国家羽毛球青年队46名运
动员和教练员飞赴陵水集训，由此拉
开了陵水羽毛球训练基地使用大幕。

一个故事
陵水小球员能进国青队训练

陵水羽毛球训练基地的建成投
用，首先是带动了陵水羽毛球运动的
发展，它不但助力陵水青少年羽毛球
队夺得全省青少年羽球赛七连冠，也
让羽毛球成了陵水的第一运动。

陵水青少年羽毛球队教练朱治
游透露，陵水青少年羽毛球队2010
年成立后，前两年一直成绩平平。从
2013年国羽青年队到陵水冬训后，陵
水青少年羽球队受到国家队训练影
响，球队水平稳步提升，不仅连夺省
青少年羽球锦标赛七连冠，而且去年
还夺得男女团体冠军和总分第一名。

朱治游说：“国青队教练组经常
邀请我们陵水队教练现场观摩国青
队训练，让我们学到不少先进的训练
方法，同时国青队教练也时常走进陵

水队，指导我们训练。奥运冠军张宁
甚至还多次给陵水队亲自上训练课，
手把手地教陵水队小队员动作要领，
所以我们球队的成绩提高很快。”

朱治游说，为了助力陵水羽毛球
队成绩提高，国青队教练组还从陵水
队选拔了四名14岁至16岁的有潜
质球员，跟随国青队球员一起训练。

“这四名小球员和国青队一起训练比
赛了一段时间以后，技战术水平明显
提高。”朱治游说。

日前，陵水羽毛球队代表海南参
加了全国二青会并收获好成绩。“正
是这几年在国家队的帮助下，我们陵
水青少年羽毛球队才进步较大，有了
参加全国性大赛的底气。”朱治游说。

一批明星
石宇奇、陈雨菲等从陵水出名

2014年初，中国（陵水）国际羽
毛球挑战赛在陵水举行，这是陵水第
一次也是海南首次举办高水平国际
羽毛球大赛。此后，该项比赛连续在
海南举办6届，2017年，赛事更是升
级为大师赛，来陵水参赛的羽毛球高
手、球星更多了。

“这项国际大赛的连续举办，通
过央视直播，提升了陵水在国内外羽
毛球界的知名度。”陵水旅文局相关
负责人说。国家羽毛球队主力球手
石宇奇、陈雨菲和郑思维等人常年在
陵水冬训，并从陵水国际羽毛球挑战
赛打起，成为了世界冠军。

这几年，朱治游观看了陵水羽毛

球国际挑战赛和大师赛的每一场比
赛。而林丹、李宗伟等顶尖球星在陵
水打表演赛，更是把陵水羽毛球大师
赛气氛推向高潮。他说，陵水羽毛球
大师赛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不但吸引
了国内球迷组团来陵水观赛，近年还
有北欧羽球迷飞抵陵水看球。

一个抓手
训练基地助推体育旅游发展

随着国字号羽毛球队常年到陵
水冬训以及国际羽毛球大师赛的连

续成功举办，陵水羽毛球训练基地的
名声已得到逐渐提高，通过羽毛球运
动，陵水吸引了许多海内外游客到此
旅游观光，羽毛球运动，更是成了陵
水推动“体育+旅游”融合发展的有
力抓手。

目前，陵水羽毛球训练基地共有
24块羽球场和一家配套酒店，酒店
能同时容纳近300人吃住。该酒店
负责人透露，国字号羽毛球队每年都
要到陵水训练将近5个月时间，余下
时段，陵水羽毛球训练基地完全可以
在“羽毛球+旅游”上“做文章”。陵

水有关部门也计划举办羽毛球嘉年
华活动，利用国字号羽毛球队在陵水
冬训为卖点，吸引国内外青少年羽毛
球爱好者到陵水观看国字号队伍训
练、打比赛和旅游观光。

“我们计划夏季和冬季分别在陵
水举办国内外青少年羽毛球夏令营
和冬令营，一次就能吸引几百名孩子
参加，如果再算上小球员的家长，每
次都能为陵水带来近千人的旅游规
模，可以说这也是很有前景的活动。”
陵水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椰林12月4日电）

国际奥委会调整奥运入场顺序
据新华社日内瓦12月3日电 国际奥委会执

行委员会3日在瑞士通过决定，将从东京奥运会起
对夏季和冬季奥运会代表团入场顺序进行调整。

按惯例，每届奥运会上东道主代表团排在最
后出场。而根据最新决定，已获未来奥运会举办
权的国家或地区代表团，将排在当届东道主之前
出场，以凸显未来奥运会东道主的特殊地位。

这意味着在明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最后
三个入场的代表团将依次是美国（2028年洛杉矶
奥运会）、法国（2024年巴黎奥运会）和日本。

东京奥运会上，难民代表团将在代表奥林匹
克运动发源地的希腊之后，第二个走入体育场。

中国女足公布东亚杯大名单
据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中国女足4日公

布新一期25人集训名单，球队将于12月10日在
2019年东亚杯首战对阵韩国女足。

2019年东亚杯将在韩国举办，是中国女足备
战2020东京奥运会预选赛的重要练兵。赛事中，
中国女足将先后迎战韩国、日本和中国台北队。

集训名单如下：
门将：彭诗梦、毕晓琳、朱钰
后卫：刘杉杉、林宇萍、吴海燕、翟晴苇、王莹、

罗桂平、姚凌薇、黄望
中场：马君、张睿、姚伟、方洁
前锋：王霜、杨丽、李影、宋端、杨曼、古雅沙、

庞丰月、李梦雯、唐佳丽、张馨

2019年3月13日，参加2019中国（陵水）国际羽毛球大师赛的球员在比赛中激战。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本报海口12月4日讯（记者王黎
刚）2019中国（海南）青少年高尔夫球
精英赛12月4日在海口观澜湖开赛，
近百名海内外青少年高球手参加。

共有来自中国、新加坡、澳大利
亚、南非、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
国家的选手参加，他们将在4天正赛
中同场竞技，角逐男、女U23（19-22
岁组）、U19（13-18岁组）、U13（10-
12岁组）、U10（6-9岁组）各组别桂

冠。同时，各国、各地区参赛球员还
将组队进行团体比拼，争夺团体冠、
亚、季军荣誉奖杯。各组别参赛选手
按成绩可获得中国高尔夫球协会青

少年积分、WAGR世界业余积分和
JGS美国青少年领先榜积分。此外，
本届比赛男子U19组冠军还将获得
中巡赛2020年任意一站的参赛资格。

赛事组委会特别策划了2019年
中国（海南）青少年高尔夫球精英赛

“开放日”活动，分别在海口、三亚、琼
海、洋浦等地开展，吸引了近200名少

年儿童参与，对海南青少年高尔夫运动
的宣传和普及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

另外，赛事组委会还将在参加本
次比赛的球员中发掘未来的高尔夫
新星，并邀他们参与表现高尔夫运动
精神的院线电影《加油吧！少年》的
拍摄。

该赛事由中国高协认证，海南省
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主办，海南省
高协承办。

中国（海南）青少年高球精英赛海口开赛

近百海内外高球手海南挥杆

24块羽球场+国字号训练+大师赛，吸引大量海内外球迷、游客前来

“羽毛”纷飞，绘出陵水运动美图

2020年美洲杯分组敲定
据新华社哥伦比亚卡塔赫纳12月3日电（记

者高春雨）2020年美洲国家杯足球赛分组结果3
日在哥伦比亚玻利瓦尔省会卡塔赫纳尘埃落定。

本届美洲杯由阿根廷和哥伦比亚联合主办。
与近几届赛事比，赛制有较大调整，共将进行38
场比赛。小组赛采用单循环制，阿根廷、智利、巴
拉圭、玻利维亚、乌拉圭与特邀队伍澳大利亚将在
南区进行角逐，哥伦比亚、巴西、厄瓜多尔、委内瑞
拉、秘鲁和特邀队伍卡塔尔将在北区展开较量。

每个小组前四名晋级四分之一决赛。

丁俊晖等四人进英锦赛16强
据新华社伦敦12月3日电（记者张薇）除了

头号球星丁俊晖，中国选手还有梁文博、颜丙涛和
李行三人晋级在约克举行的斯诺克英锦赛16强。

32岁的丁俊晖已两年多没拿职业排名赛冠
军，本赛季以来更多次上演“一轮游”。不过，继两
个6：2闯过本次英锦赛前两轮后，丁俊晖3日面
对名将卡特发挥稳定，6：4拿下比赛。

接下来，丁俊晖将遭遇卫冕冠军奥沙利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