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海南日
报记者12月13日从省足协获悉，
海南省足协中海俱乐部U14队队
员吴一凡入选国脚少年足球集训队
(16岁组)，10日开始在广东三水柏
宁足球训练基地集训。这是省足协
中海足球俱乐部今年以来第3名入
选国少集训队球员。

今年 14 岁的吴一凡是定安
人，身高1.71米，目前就读海南中
学初中三年级，他“跳级”入选国
少U16队。4年前开始踢球的吴
一凡司职前锋，他的最大特点是速
度快，个人技术出色。在去年和今
年举行的全国青少年足球超级联
赛(华南区)中，吴一凡展示了娴熟

的个人技术。富力俱乐部U14队
的日本籍教练、日本前国脚菊原志
郎认为中海队前锋吴一凡的个人
突破能力很强，具备了成为一名优
秀球员的潜质。在前不久结束的
全国“菁英杯”足球赛中，海南中海
队夺得了U14组的冠军，作为前锋
的吴一凡为球队夺冠立下战功。

2016年7月28日在包头举办
的“青禾杯”2016全国青少年足球冠
军杯赛中，吴一凡作为替补上场踢
进了4个球，帮助中海队取得亚军。
2019年5月在山东潍坊举办全国二
青会足球赛，吴一凡是队内的最佳
射手，助力中海队获得“社会俱乐部
组男子十一人制14岁组”第4名。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海南省足协中海俱乐部U14
队的前锋吴一凡和同龄足球人相比
有些“另类”，他身材偏瘦，但速度
快、技术出众。和大多数踢足球的
孩子不一样的是，吴一凡的学习成
绩不错。

曾是国际象棋赛冠军

吴一凡在比赛中头脑冷静，属
于很会“用脑踢球”的球员。其实，
如果不踢足球，吴一凡也能在国际
象棋上有所建树。

“吴一凡曾获得过海口市国象
比赛的冠军，他的国际象棋老师是
亚洲冠军、国际特级大师汪自力，
吴一凡的足球意识或许多少也有
来自国际象棋的熏陶。”吴一凡的
妈妈冯中蔚说。

吴一凡的小学是在海口二十
七小度过的，聪明伶俐的吴一凡刚
开始学习的是国际象棋。吴一凡
的父亲吴文说：“儿子踢了一次足
球后就喜欢上了足球，每天不踢两
脚就睡不着觉。在海口市二十七
小足球教练李介裕的启蒙下，吴一
凡的技术逐渐有了提高。”

吴一凡的成长也离不开二十七
小足球队的李老师的栽培，当时吴
一凡长得又瘦又小，李老师非常信
任吴一凡，让他当助理教练，把吴一
凡称作“老吴”。二十七小足球校队
参加海口市校园足球联赛时，李老
师放手让吴一凡排兵布阵，并让他
在场边指挥。从小就客串教练员对
吴一凡提高足球意识很有帮助。

常上演“千里走单骑”

2年前，吴一凡凭借速度和踢球

的灵气，入选了海南省足协中海
U12队。在中海U12队，吴一凡一
周3练。身披7号战袍的吴一凡具
备了南派足球小将的优点，速度快，
技术好，个人突破能力强。一个人
带球能过两三个人，长途奔袭30多
米。他是海南中海队锋线上的一把
尖刀。在2019年青超联赛U14组
对阵广州富力U14队时，面对两三
名防守球员的贴身包夹，吴一凡敢
于做动作，不怯场，多次上演带球突
破的好戏。

在老爸吴文眼中，吴一凡踢球
从随便踢踢锻炼身体开始，到现在
成为海南14岁组球队的佼佼者，
在省足协中海队训练这3年至关
重要。他说：“这3年吴一凡的技
术水平有了长足提高，他参加青超
联赛，和恒大、富力队同龄的孩子
同场竞技。富力和恒大的同龄球
员是国内最高水平的球员。”

学习踢球两不误

吴一凡目前就读海南中学，学
习成绩不错，每科平均90分以上，
做到了学习踢球两不误。在吴文
看来，职业足球的道路较为艰辛，
他希望吴一凡先把学习学好，考上
一所好大学。

这次赴三水集训要10多天时
间，为了不耽误功课，吴一凡随身
携带了课本，打算每晚自学。冯中
蔚说，以往吴一凡代表中海足球队
出岛比赛，省足协都会派文化课老
师随队，每天给队员们补课。这次
吴一凡只身一人到国少队集训，就
要靠他自学了。不过，冯中蔚一点
都不担心儿子学习的自觉性。她
说，吴一凡在学习上最大的特点就
是效率高，平时除了踢足球外，业
余时间他大多在学习。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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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文昌中泰椰子制品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私
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儋州和普灯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469003000021631，税务证正本，
税号 460003557390368，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儋州轩逸美居装饰有限公司遗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469003000021640，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 460003557390376
及公章和法人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美兰豪腾宝母婴养馆遗失公
章、发票章、（法人邢时蓝）印章各
一枚，现声明作废。
▲郑淑艳遗失三亚中升宏达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款黄
联收据，收据号：0008595，金额
700元，现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注销公告

海口盈之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100562410693L）拟向海口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见报起45天内来公司办
理相关事宜。

广告

▲贺鹏鸣(HE PENG MING)遗失
坐落于万宁市万城镇环市一西路
北侧、城西路东侧海岛假日7号楼
505房的不动产权证，证号为：琼
（2018）万 宁 市 不 动 产 权 证 第
005055号，特此声明。
▲文昌名缘房产中介有限公司财
务专用章遗失，声明作废。
▲王跃云不慎遗失文昌海石投资
有限公司开具的星蓝湾6-6-7房
房款收据3张，收据号：0119264
（金额：24550 元）、0544504（金
额：13194元）、11864095（金额：
187562元），特此声明。
▲三亚新梅园旅业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声
明作废。
▲澄迈县瑞溪中心学校原印章损
坏，声明作废。
▲经营者：黄彩英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469007600065000，
声明作废。
▲本人张风勤不慎遗失海南省东
方市东方广华实业有限公司房地
产1张交房收款流程表收款交接
单票据，房号:碧海云天小区C3栋
201 房，票据编号NO:0001584，
金额：23152元整，现声明遗失。
▲海南义方劳务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合同章,声明作废。
▲保亭三道槟榔谷黎家坊遗失人
民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22794601；机构信用代码，
证号：G7046902902279460B，特
此声明。
▲欧阳连刚遗失海口市美兰区流
水坡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一份，现场
编号：E5-1，登记编号：472，声明
作废。
▲海南中渔船务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2012390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海口朗文朗训少儿英语培训中心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460106557372151W)拟向海口

市民政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

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天内到本合

作社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五指山鸿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469001000010423）拟

向五指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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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根据海秀快速路声屏障项目建设

的需要，海秀快速路永万路至长滨

路路段右侧车道、沿途匝道和海秀

快速路桥底道路右侧车道将于

2019年12月14日至2020年1月

5日每天9时30分至17时、19时

至次日6时30分进行交通管制，交

通管制期间途经车辆请减速慢行

或绕行滨海大道通行，不便之处，

敬请谅解。特此公告

海口市路桥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9年12月12日

注销公告
海南现代职业教育研究院拟向海

南省民政厅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院办

理相关事宜。

公告
海南巨森建设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凌永东与你公司

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字

〔2019〕第382号），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劳动仲裁申请书及证

据，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限

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委领取（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系

电话:0898-66522077），逾期视

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

2020年 2月17日下午15时整在

本委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12月14日

公告
海南自贸区金种子区块链科技有

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赵玉子与

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

字〔2019〕第433号），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劳动仲裁申请书及

证据，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

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委领取（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

系电话:0898-66783076），逾期

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

2020年2月20日上午9时整在本

委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12月14日

注销公告
海南海科职业培训中心拟向海南

省民政厅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

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中心办

理相关事宜。

协商函
海南冠瑜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贵公司租赁我村委会育夏小学旧

址八年来，一直未开发，无人管理，

成为卫生死角，文城镇头苑村委会

现决定开展环境治理，并在该址建

立活动中心。请贵公司在2019年

12月20日前派员前来协商相关事

宜，逾期视放弃一切权利,建立活

动中心贵公司无权干涉。

特此函告！

文昌市文城镇头苑村民委员会

2019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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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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2019年12月9日东方市见义勇为

服务中心在东方市民政局登记成

立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申请书已获

批 准 。 统 一 信 用 代 码

52469007MJY4787261, 法人代

表：李聪伶。特此公告

东方市民政局

二0一九年十二月九日

海口市南海公证处公告
我处受理张昱拟继承张钧遗留的

位于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定路

88号南国威尼斯城柏林园14栋2

层A-201房的遗产公证，自本公

示发布日起七日内如有利害关系

人有异议，可向我处提出，电话

68563965-钟公证员

补发不动产权证书公告
李学挺名下位于澄迈县白莲镇东

区剧场南侧的土地，土地证号：白

莲国用（1995）字第21号，因不慎

遗失，根据权利人申请及《不动产

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

条的规定，现将该不动产权证书公

告作废，如有异议者，自公告之日

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及相关

证明材料向我中心提出，公告期满

无异议的，我中心将补发新《不动

产权证书》。特此公告

澄迈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9年12月10日

补发不动产权证书公告
李学挺名下位于澄迈县白莲镇东
区剧场南侧房屋，房产权证号：澄
房权证老城私字第01580号，因不
慎遗失，根据权利人申请及《不动
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
二条的规定，现将该不动产权证书
公告作废，如有异议者，自公告之
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及相
关证明材料向我中心提出，公告期
满无异议的，我中心将补发新《不
动产权证书》。特此公告

澄迈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9年12月10日

不动产权证书遗失声明
编号：201912060001

因权利人管理不善将以下一本不
动产权证书遗失，不动产权证书
号：临房字第001041号，权利人姓
名：符中坚，不动产坐落：临高县临
城镇文澜江乡贯朗村西边，根据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第二十二条规定，申请补证，以上
不动产权证书作废。

临高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9年12月6日

公告
海南富力之岛实业有限公司于
2018年12月28日向工商部门办
理了清算组备案“（海市监）登记内
备字[2018]第3000号”，现根据股
东会决议，决定终止本公司清算，
解散清算组，拟向海口市工商局申
请撤销上述清算组备案业务。
特此公告
公司联系人：詹磊
联系电话：0898-68584111

海南富力之岛实业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13日

▲陈志平遗失二级建造师注册证
书，证号：01858804，特此声明。
▲李韦宏遗失护士执业证书，执业
证编号：201537003106，特此声
明。
▲符伟遗失座落于琼山市三门坡
镇海榆路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
27-167，声明作废。
▲吴海芳、周明润遗失座落于琼山
市三门坡镇海榆路国有土地使用
证，证号:27-216，声明作废。
▲吴海芳、周明润遗失座落于琼山
市红明农场大道国有土地使用证，
证号:27-377，声明作废。
▲袁云飞不慎遗失文昌中南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F11 栋 106 房
（24777.19 元）收款收据一张，编
号：0001328，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佳源食品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李玉芬遗失中南西海岸27号楼
1006 房的购房收据一张，金额:
200000 元，编号:170191685，声
明作废。
▲李玉芬遗失中南西海岸27号楼
1006 房的购房收据一张，金额:
238846 元，编号:170191889，声
明作废。
▲三亚信润实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昌江乌烈富佳环保砖厂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
469031600088010声明作废。
▲三亚奥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陵
水分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
明作废。
▲梁岩遗失海南省龙华区金镰路
七号正业广场敬业居18层 1801
号 购 房 发 票 ，发 票 代 码 ：
4600162350， 发 票 号 码 ：
03339170、03339191，特此声明。
▲赵惠遗失准予迁入证明，编号：
琼准字00497627号，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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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记者郭
萃）2019“奔跑海南”环岛全民健跑海
口站活动将于14日7时30分在万绿
园开跑，1500余名省内外跑友报名参
加。目前赛道准备工作已完成，参赛
选手对比赛充满期待。

据了解，此次活动分为个人组10

公里、个人组5公里、情侣组5公里以
及亲子组5公里四个组别。参赛选手
在奔跑过程中可以欣赏到万绿园热带
海滨生态园林风景、波光粼粼的海面
以及海口世纪大桥等标志性景观。

据悉，本次比赛设立关门时间，5
公里关门时间为起跑后60分钟，10

公里关门时间为起跑后120分钟。关
门时间到后，将由沿途志愿者、安保人
员通知参赛选手停止比赛。

为吸引更多跑步爱好者参与到活
动中来，主办方对比赛奖金升级，不仅
提高个人组10公里前10名奖励金额，
而且将奖励范围扩大至前20名，最高

奖金达5000元。另外，在关门时间内
完赛的选手均可获完赛奖牌一块。

“本次活动要以全民健跑的形
式，挖掘海口城市文化内涵，引发公
众对群众体育运动的关注和热情。”
活动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
过这样一场别具特色的健跑，展现海

口积极创办健民、利民、便民城市活
动的发展思路，展示海口城市形象及
经济社会发展面貌，增强市民的幸福
感和归属感。

此次活动由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
育厅、海口市人民政府、海南日报报业
集团共同举办。

“奔跑海南”海口站今日开跑
1500余名省内外跑友报名参加

连尚文学赴琼开展红色之旅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12月11日，连尚文学

结合一年一度的作家年会，组织近百人的团队，来
琼开展“守正创新，奉献精品”红色之旅活动。

活动中，连尚文学旗下优秀党团员代表、作者
党员代表、入党积极分子以及优秀编辑、作者代表
等近百人参观了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六连岭革命
根据地等，并举行“不忘初心担使命，守正创新创
精品”主题党日活动。红色之旅让红色文化悄然
融进作者、编辑心中，大家纷纷表示今后要在创作
中融入文学新时代、承担作家新使命，传递新时代
爱国正能量。

连尚文学创立于2017年7月，是江苏省唯一
网络文学独角兽企业，一直注重增强编辑和作者
团队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鼓励签约作者从现
实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创作灵感，激励作
者讲好中国故事。

定安举办“音乐亲子运动会”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程守满）作为

2019年（第二十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系列活
动之一的定安“音乐亲子运动会”暨欢乐游古城活
动，近日在定安古城老县衙遗址成功举办。

活动以“和谐家庭，快乐冠军”为主题展开，吸
引了来自全省近60组家庭共150多名家长和孩子
共同参与。

海口市健康杯乒球赛收拍
本报讯 第三届海口市“健康杯”乒乓球赛近

日在海口市老干部活动中心收拍，江光、陈美荣分
别获得男、女单打冠军。

本次比赛由海南妇产科医院与海口市龙华区大
同街道办联合举办，共有13个单位的选手参加。海
南妇产科医院创办25年，一直致力于扶持所在街区、
居委会的文体生活，已经连续举办了两届“健康杯”乒
乓球赛。参赛选手年纪最大的60多岁。获得本次比
赛男子单打前三名的是江光、杨锐、周国才，获得女子
单打前三名的是陈美荣、曾宏、符燕平。 （体讯）

海南足球少年吴一凡“跳级”入选国少队

技术出众 国象高手 学习不错

这个少年国脚很“另类”

携最新力作《敦煌·慈悲颂》

谭盾本月底海口献技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记者计思佳 郭萃）

作为“跨海·跨年 久久不见海口见”海口跨年狂欢
季重要活动之一，由享誉世界的指挥家、作曲家谭
盾，携纽约巴德爱乐乐团和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
近两百名艺术家，将于12月31日至2020年1月
1日，在海口湾演艺中心为椰城市民游客带来他
的最新力作《敦煌·慈悲颂》。

据悉，《敦煌·慈悲颂》海南新年音乐会也将成
为海口湾演艺中心的首秀。海口湾演艺中心由海
口市人大会堂于2018年12月28日升级改造，其
中剧场及配套建筑设施的建筑面积为30454.4平
方米，将打造成与现代化剧场要求相适应的高水
平文化演出场馆，在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明需
求的同时充分展现海口城市风貌。目前，该项目
已进入收尾阶段，剧场里正在进行舞台设备、音响
设备的调试，将于12月底全部完工。

吴一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