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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解除租赁合同公告
海口东可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日，我司与贵司签订了市环发（办租）[2019-4]

号《海口保税区新业楼办公室租赁合同》（以下简称租赁合同）。

租赁合同签订后，自2019年7月至今的租金、管理费和水电费等

相关费用贵司尚未支付，经我司多次催缴，至今仍未缴付，贵司已

造成严重违约。根据租赁合同第七条第四款约定：未经我司同

意，贵司超过20日未支付租金、管理费和水电费等相关费用时，我

司有权提前解除合同和收回办公室，并且不退还租赁保证金，由

此所造成的一切责任及经济损失由贵司自行承担。因此，自本公

告登报之日起，我司与贵司签订的租赁合同解除，租赁保证金不

予退还。贵司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7日内自动搬出办公室内所有

留置物品，并配合我司收回办公室。若贵司逾期未搬出，则我司

将办公室内留置物品视为废弃物，开锁清空留置物并收回办公室。

另外请于7日内与我司联系支付拖欠的租金、管理费和水电费等。

特此公告,并视为送达。

海口市环境发展有限公司
2020年1月13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迁坟通告
根据海府〔2019〕119号征地通告，市政府决定征收秀英区东

山镇1057.05亩集体土地作为海南省警察训练基地项目用地建

设，征收土地位于秀英区东山镇，四至范围以测量埋桩为准。

凡在用地范围内的坟主，请在本通告发布之日起15天内，到

东山镇人民政府办理坟墓搬迁登记手续，逾期未登记当作无主坟

处理。特此通告。

联系地址：秀英区东山镇人民政府

联 系 人：陈先生 65569033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

2020年1月13日

定安县人民法院现遗失声明以下票据，
共计269份,，票据号码如下:0480275265,
0480275281,048027529X,0480275302,
048027537X,0480275417,0480275505,
048027561X,0480275775,0480275783,
0480276209,0480276268,0480276276,
0480276292,0480276321,0480276452,
0480276479,0480276516,0480276559,
0480276604,0480276719,0480276786,
0480276858,0480276866,0480276890,
0480276903,0480276954,0480276970,
0480276989,0480276997,0480277009,
0480277172,0480277180,0480277252,
0480277535,0480277543,0480277551,
0480277754,0480277877,0480277930,
0480277949,0480278589,0480279071,
0480279178,0480279186,0480279223,
0480279231,0480279346,0480279485,
0480279493,0480279792,0480279864,
0480280056,0480280072,0480280267,
048028054X,0480280769,0480280777,
0480280785,0480280793,0480280814,
0480281120,0480281139,0480281147,
0480281155,0480281163,0480281171,
048028118X,0480281198,0480281219,
0480281235,0480281243,0480281251,
0480281710,0480281788,0480281796,
0480281817,0480282035,0480282342,
0480282350,0480282369,0480282481,
0480282879,0480283193,0480283273,
0480283871,0480284196,0480284575,

0480284639,0480284655,0480284698,
0480284778,0480285260,0480285287,
0480285578,0480285690,0480285711,
048028580X,0480285973,048028652X,
0480286677,048028695X,0517715368,
0517715771,051771682X,0517719297,
0518025529,0518850844,0480952529,
0480952537,0480952553,0480952561,
0480952573,0480952588,0480952596,
0480952609,0480952617,0480952625,
0480952633,0480952641,048095265X,
0480952668,0480952676,0480952684,
0480952692,0480952705,0480952764,
0480952772,0480953011,0480953118,
0480953230,0480953281,0480953433,
0480953441,048095345X,0480953468,
0480953716,0480953724,0480953732,
0480953740,0480953759,0480953804,
0480953820,480953986,0480954073,
048095409x,0480954145,0480954161,
0480955682,0480956044,0480956300,
0480956466,0480956511,048095652x,
0480956538,0480956546,0480956896,
0480957477,0480957805,0516879889,
0480958541,0480958664,0480959958,
0480960705,0480960836,0480960879,
0480960924,0480961791,0480961804,
0480961927,0481249659,048125022X,
0481250991,0481251062,0481251417,
0481252292,0481252719,0481253391,
0481253404,0481253412,0481253447,

0481253455,0481253463,0481253471,
048125348X,0481253498,0481253500,
048125356X,0481253893,0481255055,
0481255127,0481255135,048125516X,
0481255725,0481255733,0481255741,
048125575X,0481255768,0481255776,
0481255282,0481256154,048125620X,
0481256218,0481256242,0481256250,
0481256656,0481256672,04891256699,
0481256701,048125671X,0481256736,
0481256744,0481256752,0481256760,
0481256779,0481256787,0481256795,
0481256808,0481256832,0481256840,
0481256859,0481256891,0481256904,
0481256912,0481256920,0481256939,
0481256947,048125735X,0481257501,
0481258344,0481259582,0481259646,
0481259785,0481259873,0481260145,
0481260583,0481260719,048126076X,
048126121X,0481261244,0481261500,
048126180X,051687990X,0516881356,
0516881524,0516882412,0516883730,
0516884354,0516884549,0516885779,
0516886413,051688651X,0516889999,
051689048X,0516890498,0516890500,
0517715368,0517715771,051771682X,
0517719297,0518025529,0518026214,
0518026919,0518849667,0518850844,
0519110370,0519111592,0519111832，
0481256955。

遗失声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迁址公告
自2020年1月13日起，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海口分行的办公地址由海口市世贸中心首层迁至海口市金

龙路45号金龙城市广场光大大厦。现将新址及联系方式

公告如下：

地址：海口市金龙路45号金龙城市广场光大大厦1-13层

邮编：570000

总机：0898-68539999

传真：0898-65338615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二○二○年一月八日

供 求
▲海南中营达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发票代
码:046001900104，发 票 号 码:
08368694，声明作废。
▲澄迈仿生种植专业合作社原公
章遗失，声明作废。
▲临高县调楼镇美良中心学校方
凌云个人私章不慎遗失，声明作
废。
▲许正平不慎遗失澄迈城市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开具的专项维修资
金收据一张，收据编号0015641 ，
金额3805.80 元，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典 当

减资公告
文昌鼎盛典当有限公司信用码
91469005MA5RD16H14，经 股
东会决：注册资金3000万元人民
币减少至1500万元人民币，原债
权债务不变，特此公告

声明
本人任海南大印正元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一职，现声明
自登报之日起辞去该公司法定代
表人一职，之后该公司所有债权债
务及各项业务均与本人无关，特此
声明。 声明人：吴佳霖

通知
海南文恒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已将根据（2015）海中法民
二终字第80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
的、我公司对你方所享有的全部债
权（包含但不限于本金、利息、迟延
履行判决义务的双倍利息、诉讼费
等）转让给中冶(海南)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请你方收到该通知后向
中冶(海南)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清偿
债务。特此通知。

海口中路达建筑器材有限公司
二○二○年一月十日

▲陈国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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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号楼1507房房权证，
证号:万宁市房权证万城字第
1301598号，声明作废。▲儋州雅星相聚福楼餐饮店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一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92460000MA5TEFRX11，
声明作废。▲宋迎春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商业城B4
栋409号房的1张交房收款流程
表收款交接单原件（编号 NO:
0005926、金额:4209 元)，现声明
作废。

通知
朱永昌：您于2016年11月16日购
买我司临高临城1号·半岛阳光小
区7栋2单元303房。我司与您多
方联系未果，现通知您尽快提供相
关材料、身份证及发票复印件，无
房证明，以便我公司配合您办理房
源备案。特此通知

海南森佳信置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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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出租
海秀东路40号原毕伦厂1108.4m2

两层往宅楼对外招租。有意者请
联系！海南中禾招标代理有限公
司，黄先生66769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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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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
吴玉：您于2013年10月5日购买
我司临高临城1号·半岛阳光小区
1栋2单元605房。我司与您多方
联系未果，现通知您尽快提供相关
材料、身份证及户口本复印件，以
便我公司配合您办理房源备案。
特此通知

海南森佳信置业有限公司

本报海口1月12日讯（记者王
黎刚）随着公路自行车赛男子精英组
的完赛，第五届海口火山自行车文化
节12日在火山地质公园海口园区落
幕。活动期间，近3000名省内外自行
车运动爱好者、参赛选手以及游客欢
聚火山口，共同迎接这一年一度的自
行车狂欢盛宴。

经过精彩激烈的角逐，张建国、何
建添、张军分别获得男子山地大师组
的前三名。何冲、陈颖、江锦嫦分别获
得女子山地精英组前三名。郭鑫伟、
曹建华、黄胜安分别获得男子山地精
英组的冠亚季军。张建国、简志航、何
建添分别获得男子公路大师组的前三

名。何冲、马玉彩、杜传艺分别获得女
子公路精英组前三名。郭鑫伟、林开
雄、曹建华分别获得男子公路精英组
的冠亚季军。

海口火山自行车文化节已成功举
办了五届，这一品牌活动不仅是省内
外自行车车友一年一度不可或缺的欢
聚节日，同时也已经成为秀英区，乃至
海口市和海南省探索和实践“体育竞
技＋文旅资源＋地方特色产业”发展
模式的重要平台之一。

本届海口火山自行车文化节由海
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海口市
人民政府指导，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
府等单位主办。

本报万城1月12日电（记者袁
宇 实习生林博新 通讯员吴小静）1
月12日，经过6天的激烈角逐，WSL
世界男子、女子短板冲浪挑战者系列
赛（万宁站）闭幕，来自日本和哥斯达
黎加的选手分别获得男子组与女子
组冠军。

1月12日上午，WSL世界男子、
女子短板冲浪挑战者系列赛（万宁
站）的半决赛、决赛在日月湾进行。
国际顶尖的短板冲浪高手们在日月
湾尽显所能，海面腾跃，浪尖“飞翔”，
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赛。

经过激烈比拼，哥斯达黎加选手
亨尼西凭借娴熟技艺与惊艳表现，斩
获大赛女子短板项目冠军，法国选手

菲耶罗获得大赛女子短板项目亚
军。在男子组中，日本选手村上舜突
出重围斩获冠军，夏威夷选手亚辛获
亚军。

WSL世界男子、女子短板冲浪
挑战者系列赛（万宁站）是第十届万
宁国际冲浪赛的“重头戏”，该赛事顺
利结束也标志着第十届万宁国际冲
浪赛的诸多赛事全部结束。

据悉，第十届万宁国际冲浪赛由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国家体育总局
水上运动管理中心、海南省旅游和文
化广电体育厅、万宁市人民政府主办。

世界短板冲浪系列赛万宁收兵
日本、哥斯达黎加选手分获男女组冠军

图为选手在比赛中。
（组委会供图）

海口火山自行车文化节落幕
近3000名省内外自行车发烧友参加 本报海口1月12日讯（记者计

思佳）1月11日晚，郎朗新年音乐盛
典在位于万绿园附近的海口体育馆
举办。这次音乐会让数千海口市民
游客欣赏到世界一流的钢琴音乐视
听盛宴，一睹这位誉满中外钢琴名家
的风采。

本次新年音乐盛典由著名指挥
家曹澈担任，海南省华韵交响乐团与
郎朗合作演出，现场演绎了《红旗颂》

《降E大调华丽大圆舞曲》《致爱丽
丝》《茉莉花》《我爱你中国》《野蜂飞
舞》等传颂广泛的经典曲目。

同时，多位海南琴童与郎朗同台
演出，郎朗对他们的演奏进行了现场
点评。据了解，这些琴童都是报名参
与郎朗海南之星钢琴选拔赛，经过层
层选拔、脱颖而出的优秀选手。每首
曲目演奏完毕，都收获了现场观众热
烈的掌声。

“郎朗的故事很励志，他一直是
我女儿学琴的榜样，能够现场聆听他
的演出很荣幸。”带着女儿一同来观
赏音乐会的廖欣欣说，音乐会现场的
氛围很好，“大家都是用音乐交流，无
需更多语言”。

“我很喜欢海南，经常来这里过
冬，海南美丽的风景、温暖的气候能够
给我很多音乐灵感。”郎朗现场透露，未
来他有可能在海南办一所音乐学校。

郎朗新年音乐盛典海口奏响

本报海口1月12日讯（记者王
黎刚）经过64场的激烈角逐，2019
年第二届海口市“体校杯”青少年足
球邀请赛12日在海口世纪公园球场
闭幕。

最终，三亚市南新小学队、海口
巴萨蓝队、海口市秀峰实验学校队获
得U10组前三名。海口市第四中学
1队、海口市金盘实验学校队、陵水
鼎力靖程足球俱乐部获得U14组前
三名。最佳射手被海南体育职业技

术学院业余体校队10号徐畅21球
和海口市金盘实验学校队22号吴英
旭8球摘得。

本次“体校杯”设置了U10组和
U14组，吸引了28支省内中小学足
球队、500余名运动员参加。

本届“体校杯”青少年足球邀请
赛点燃了海南校园足球运动的热情，
各校学生因赛事相聚、结缘。同时本
次比赛展示了海南中小学生的足球
水平。参赛学校认真组队、训练、比

赛，各队伍本着“重在参与、安全第
一、团结文明、友谊为重”的原则。

“体校杯”已成为全省较具影响
力的青少年足球赛之一，更是展示海
南校园足球的一张靓丽名片，赛事影
响力也越来越强。赛事的连续举办，
将有力促进海南校园足球文化的传
承与发展。

本次比赛由海口市旅文局和海
口市体校主办，海南大脚丫体育赛事
运营有限公司承办。

海口“体校杯”青少年足球赛结束
省内28支中小学球队500余名运动员参加

三亚海棠湾“沙马”开跑

本报三亚1月12日电（记者李艳玫）1月11
日上午，2020三亚海棠湾国际沙滩马拉松（以下
简称海棠湾马拉松）在海棠区海棠广场开跑，吸引
了1500余人参与，参赛人数创历年新高。

为适应不同人群的需求，海棠湾马拉松共设
男子/女子10公里沙滩跑和3公里迷你沙滩跑两
个组别，其中10公里沙滩跑最高奖金为2.32万
元。经过激烈的角逐，施扬合以33分56秒的成绩
赢得了10公里沙滩跑男子组冠军，邓玉芳以40分
44秒的成绩赢得了10公里沙滩跑女子组冠军。

海棠湾拥有近22公里长的海岸线。5年前，
首届三亚海棠湾国际沙滩马拉松嘉年华举行，从此
开启以“逐梦三亚，悦跑海棠，健康度假，快乐奔跑”
为主旨的全民健身体验和休闲旅游度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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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完败于伊朗队
中国男排无缘东京奥运

据新华社广东江门1月12日电（记者王镜
宇 王浩明）中国男排在12日晚的2020年东京奥
运会亚洲区男排资格赛决赛中0：3完败于伊朗
队，无缘东京奥运会参赛席位。

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东道主身份参赛之
后，中国男排已经连续3次无缘奥运会。

中国队在与亚洲冠军伊朗队的对抗中全面处
于下风，三局比分分别是14：25、22：25和14：25。

中国队主教练沈富麟和队长江川赛后都表
示，虽然队里赛前在解决队员思想包袱的问题上
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从比赛看效果不好，思想工作
没有完全做通，没有完全发挥出水平。

奥运会亚洲足球预赛战报

国奥0：2乌兹别克斯坦
（注：国奥队两战两负，无缘东京奥运会）

CBA全明星赛
南方队一分险胜

据新华社广州1月12日电（记者李博闻 郑
直 王浩明）2020CBA全明星赛12日在广州落
幕，凭借胡明轩最后时刻的上篮“准绝杀”，南方明
星队以167：166险胜北方明星队。全场得到30
分的广东队后卫赵睿夺得MVP称号。

三分大赛环节，新疆队的可兰白克率先出场
拿到17分，吉林队的姜伟泽取下14分，福建队的
陈林坚最后登场投出18分，陈林坚最终成功卫冕
三分球大赛冠军。

扣篮大赛中，吉林大学的唐浩博两轮得到74
分，新疆队外援费尔德两轮得到81分，云南“滑翔
机”矣进宏第一扣就技惊四座拿到满分50分，第
二扣得到45分，最终以总分95分夺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