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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遗失声明
海南东方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再次

声明，2018年10月19日遗失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公章、财务专用

章，原法人章作废。

遗失声明
我公司遗失在平安银行儋州市支

行（户名:海南裕恒投资有限公司，

账号:11014856752005）、工商银

行海口海秀支行（户名:海南裕恒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账 号:

2201021009200078622）开户时

预留的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法

人私章。声明作废。

海南裕恒投资有限公司

●程逯遗失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

院口腔医学毕业证 ，证号为：

0901032431,特此声明。

●海南玉京会务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

口南大桥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15087901，声明作废。

●海南安华置业有限公司合同章

损坏，声明作废。

●蔡鸿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440825199202211951，特 此 声

明。

●海南世界联合公益基金会遗失

捐 赠 收 据 一 张 ，收 据 号 码 ：

0106713，声明作废。

●李妹遗失房屋租赁证，证号：美

房租证〔2017〕第26731号，特此声

明。

●梁泰尔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460102198802260913，特 此 声

明。

●奇力（澄迈）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遗失在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大同支行开立的单位定期

存 款 开 户 证 实 书 ，编 号 ：

000000200420，特此声明。

●海南九分九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海南畅佳新能源汽车租赁服务

有限公司遗失合同章，声明作废。

寻人启事
王 立 京 ，男 ，身 份 证 号 ：
110104196311220830，潘群，女，
身 份 证 号 ：
110108196811213712，你 们 于
1996年在海南注册的“洋浦利创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已经于1999
年由洋浦工商局吊销。因赵慧所
在单位要求清理其在该公司的监
事身份，现急需办理该公司注销手
续，请看到广告后15日内即与海
南洋浦政务服务中心市场监督管
理窗口（0898- 28827733，刘先
生）联系注销事宜。赵慧

安置房转让公告
我公司按现状转让位于海口市滨
涯路海侨花园两套安置住宅商品
房。详情如下：1、海侨花园1-2-
601房,建筑面积91.01m2，底价为
10287 元/m2；2、海侨花园 1-2-
606房,建筑面积112.26m2，底价
为10822元/m2；两套房产均为简
单装修，尚未办证到公司名下，按
照安置房政策规定，办证到公司名
下五年后才能办理过户到购买者
名下。有意购买者，请2020年 8
月 15日前到海榆中线11号省供
销集团改制部报名、咨询。
电话:18889949499/68592965
联系人：小符

海南省日用杂品公司

寻尸启示
2020年7月10日，在秀英时代广
场肯德基餐厅外的绿化带处，发现
一无名男性死者。死者中等身材，
年龄40岁左右，短发，上身穿紫色
长袖T恤（袖口卷起），下身穿黑色
西裤，脚穿卡其色拖鞋。有知道死
者身份信息者请速与海南省公安
厅港航公安局海口港港区派出所
联系。联系电话：68623523

通知
海南昌华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因你公司持有的万宁县国用（1993）
字第853号两本国有土地使用证
与海南昌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及相关信
息存在重复现象，请你公司于
2020年8月6日前向我局（地址：
海南省万宁市望海大道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联系人：黄敬，联系电话：
089862227819、15289957221)提
交你公司持有的两本土地证原件
及项目用地相关批文等材料，并协
助我局调查了解基本情况。若逾
期未提交，我局将依法按相关规
定处理。特此通知。

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7月30日

遗失声明
保亭百嘉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各一枚；营

业 执 照 正 本 、副 本 ，注 册 号:

469035000007698，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
海口浏源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公

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因损坏和

合同专用章遗失，现声明作废。

●海南骏远和实业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东方市吉米幼儿园遗失财务专
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文昌文城天天茶楼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051233937，声明作废。
●海南东方福康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发
票专用章和法人章，现声明作废。
●桂生不慎遗失二级船长渔业船
员职务证书一本，证书编号：
460028197902168927，声 明 作
废。
●叶春盛遗失海口美丽沙认购书，
编号：1807475，声明作废。
●李盼遗失三亚凤凰水韵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E 区三组团 C4#
1005 产证费用收据一张，编号:
028536，金额:44590 元，声明作
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通 知

公告送达

通知
王腾民460027198201220416:

因需要办理海南省户口，与你未办

理结婚证，现需孩子父母双方在

场，登报起60天内联系。电话：

18689999804 逾期视为你无异

议。特此通知 。 王雅静

海南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供应商入库公告
海南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正在建
立集中采购平台和材料供应商库、
分包商库。现公开征集材料供应
商、劳务分包商、专业分包商，欢迎
有意者致电协商合作事宜。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18689901907
15289816042 0898-65237905
邮箱：hjjtjyglb888@163.com

供求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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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防水保温协会麦工13807600891

防水隔热

食堂承包

食材配送、送餐服务15989930189

装修泥工水电涂料13078980837

装 修

乐佰仕智能分类垃圾桶
采用AI自动识别垃圾可回收或不
可回收，然后自动分类。目前投放
海口市政府、三亚市委、三亚市政
府运营取用，欢迎各位朋友光临实
地考察。电话13876930533

垃圾分类
●海南畅佳新能源汽车租赁服务

有限公司澄迈分公司遗失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34855401，

声明作废。

●唐才福不慎遗失土地证，证号：

N12958，声明作废。

●胡秀强遗失乐东县电信局收据

一 张 ，金 额 5000 元 ，编 号:

1776007，声明作废。

●万宁市北大镇联群村民委员会

东头村民小组不慎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黄忠燕遗失骏豪仕家7--226

车位购车收据四张，收据号码：

0021656，金额：2万元；收据号

码：0021657，金额1万；收据号码：

0021668，金额 3 万；收据号码：

0021670，金额5万元，特此声明。

●海南君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第二联发

票联，发票代码：046001900104，

发票号码：24021417，特此声明。

●海南石华化工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海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

码 ：4600193130，发 票 号 码 ：

05166227，特此声明。

●海南照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和财务章各一枚，特此

声明作废。

广告·热线：66810888

新华社青岛7月30日电 CBA
官方30日宣布，广东队易建联当选
2019-2020赛季CBA常规赛最有价
值球员（MVP）。

2019-2020赛季CBA联赛常规
赛MVP评选共有5名候选球员参与
角逐，除易建联外，还包括新疆队的周
琦、福建队的王哲林、广厦队的胡金秋
和辽宁队的韩德君。按照规则，每位
评委从候选名单中选择3人，并将选择
出的3人按照第一选择、第二选择、第
三选择进行排序，以此来完成投票。
第一选择的球员得5分，第二选择的球
员得3分，第三选择的球员得1分。

最终，易建联得到了259分，排
名第一。周琦得到258分，仅以1分

的微弱劣势位居次席。王哲林以
147分排名第三。

易建联本赛季常规赛代表广东
队出场39次，场均20.1分、10.4个篮
板、1.3次助攻。在他的帮助下，广东
队取得了44胜2负的骄人战绩，排名
联赛第一，创造了队史常规赛最高胜
率。此外，广东队还在本赛季拿到了
惊人的29连胜，打破了由本队保持
的CBA常规赛最长连胜纪录。

在其他奖项评选中广东队也收
获颇丰，球队主教练杜锋当选最佳教
练员，这也是他连续第二年获得该奖
项。后卫胡明轩则当选年度最佳星
锐球员。

此外，周琦当选最佳防守球员，

广厦队的孙铭徽当选最具进步球员，
北京队的方硕当选最佳第六人。

易建联、翟晓川、胡金秋、吴前和
孙铭徽入选常规赛最佳阵容第一阵
容，周琦、任骏飞、姜宇星、赵睿和赵
继伟入选常规赛最佳阵容第二阵容。

易建联当选CBA常规赛MVP
广厦队的孙铭徽当选最具进步球员

创下CBA历史纪录的29连胜、
创下队史纪录的常规赛胜率，让广东
队成为本赛季总冠军毫无疑问的最
大热门，在季后赛赛程压缩、场次减
少、偶然性增加的大背景下，“群雄战
广东”将成为本赛季季后赛最为鲜明
的一条主线。

随着周鹏的伤愈归队，广东队
的实力得以进一步增强，阵容趋于
完整，在复赛后的比赛中也并没有
遇到过太多挑战。常规赛最后一轮
面对劲敌北京队，广东队全场实现
压制，最终以将近20分的巨大优势
取胜。

北京队被认为是广东队夺冠路
上最大的劲敌之一，而这一战的胜

利，无疑为广东队增添了心理优势。
年龄日益增大的广东主将易建

联本赛季很好地节省了体力，上场
时间被压缩到场均30分钟，出场次
数也仅有39场，在一些场次选择轮
休。对于广东队来说，易建联在攻
防两端发挥的作用无人能替，他也
是广东队卫冕之路上最为关键的
一环。

在季后赛开始前，广东队本想召
回外援马尚·布鲁克斯，为夺冠再加
一道保险，但布鲁克斯在入境后被确
诊为“境外输入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
者”，这也成为广东队季后赛征程上
的一个变数。

本赛季季后赛12强战、四分之

一决赛都采用单场决胜的赛制，半决
赛为三战两胜赛制，这也为比赛增添
了许多不确定性。

12强战中，排名第五的广厦队
将对阵排名第12的福建队，两队之
间的胜者将与北京队争夺一个四强
席位。这一组对决看点颇多，广厦队
的孙铭徽刚刚当选本赛季常规赛最
具进步球员，全队士气正旺，王哲林
领衔的福建队也是内外线均衡，实力
不容小觑。

此外，浙江对山西、北控对吉林、
青岛对山东这几组比赛也各有特点，
每场结果都难以预料。

四分之一决赛，广东队将与青岛
队和山东队之间的胜者交手，实力上

广东队明显占优，不过，季后赛在青
岛举行，对于山东队和青岛队来说，
即便是空场举行，对于场地环境的熟
悉也让他们拥有着一定的“主场优
势”，如果三军用命超常发挥，广东队
过关也并非易事。

另一个半区则变数颇多，排名第
二的新疆状态并不算稳定，曾经被联
盟垫底的八一队斩落马下，排名第三
的辽宁队折损了大将李晓旭，内线实
力进一步削弱，如果说广东队杀入总
决赛是大概率事件的话，那么谁将在
总决赛对阵广东将是季后赛最大的
未知数。

CBA已进入本赛季的尾声，季
后赛将迎来更为紧张激烈的对决。

CBA公司宣布，为保障观赛人员的
健康和安全，根据疫情防控要求，以
及对7月26日特邀部分人士入场观
赛情况的评估，赛区组委会决定，季
后赛仍采取特邀入场观赛方案。这
也意味着，从7月31日季后赛首轮
起，医护人员、教师、公安战线人士将
继续可以通过联赛官方票务平台大
麦网的预约流程，预约观看比赛。同
时，2020年应届高中毕业生、联赛合
作伙伴及俱乐部特邀球迷也将被列
入特邀名单，可通过预约观看CBA
季后赛。

在观众的加油声中，CBA各队
也有望打出更有激情的表现。

(新华社青岛7月30日电)

CBA季后赛前瞻：

谁能阻挡广东卫冕路？

东京奥运按照
无疫苗情况做准备

据新华社堪培拉7月30日电 澳
大利亚媒体30日报道称，东京奥运会
协调委员会主席约翰·科茨表示，不管
届时有没有新冠肺炎疫苗，东京奥运
会都会在2021年举办。

澳主流媒体《澳大利亚人报》30日
报道称，科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
正按照明年没有疫苗的情况在做准备。

据报道，科茨和国际奥委会主席
巴赫都在尽力保证东京奥运会能够在
明年这个时候举办。

“（疫苗研制）似乎有一些让人鼓
舞的迹象，但是生产还是存在问题，而
且即使有了疫苗，它可以被提供给哪
些国家和地区也是未知。”他说。“情况
到了年底会更加清楚，而我们的计划
是不管最后面临什么情况都会举办奥
运会。”

三亚启动全民阅读活动
10余项活动持续至年底

本报三亚7月30日电（记者李艳玫）近日，
“点亮阅读梦 书香溢三亚”三亚2020年全民阅读
活动启动，10余项活动持续至年底。

此次活动包括“你读书我买单”“学习强国”
知识竞赛“书岛国颂——全民音乐朗读”“2020年
扫黄打非‘护苗’行动阅读征文活动”“妈妈宝贝·
读绘本”“同心小舍南徽读书会”“夜读·品味笔墨
芳香”“文化三亚·书香天涯——百姓讲坛”等10
余项活动，涵盖征文、展览、诵读和讲座等形式。
活动期间，凡持有三亚市图书馆借阅卡的读者，可
登录“书香海南”公众号“你读书我买单”线上服务
平台挑选图书，下单“购买”图书（无需支付书款和
运费），读者按照借阅图书相关规定，在阅读后将
图书归还到指定地点即可。

缉毒题材电视剧《雷霆令》
在万宁取景拍摄

本报万城7月30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梁振
玮 谭丽丽）7月30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万宁市委宣
传部获悉，由公安部金盾影视文化中心与长影集团
联合出品的大型现实公安缉毒题材电视剧《雷霆
令》，近日在万宁取景拍摄，该剧由金瀚、秦海璐、刘
端端领衔主演，讲述了连环命案牵出的惊天贩毒大
案，三名年轻公安干警同时卧底三伙犯罪团伙，携手
拨开隐藏在贩毒团伙背后的层层谜团，最终联合多
警种全面出击，捣毁特大跨国涉黑集团的惊险故事。

据了解，《雷霆令》剧本曾获得2019年全国优
秀政法题材原创剧本优秀剧本奖，由长影集团董
事长赵彪担任总出品人，曾导演制作《狄仁杰之神
都龙王》《新神雕侠侣》的著名导演林峰担任总导
演，著名编剧、作家路东任总编剧。老戏骨吕良伟
和许亚军也在剧中倾情出演。

该剧预计今年10月底杀青，2021年下半年
播出，向建党百年倾情献礼。

近几年来，万宁市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特
色，吸引了《非诚勿扰2》《我们结婚吧》等多部知
名影视作品以及《高能少年团》《夏日冲浪店》等综
艺节目前来取景拍摄。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20年
中国帆船帆板队体能大比武”近日在
河北秦皇岛举行，海南帆板队选手毕
焜获得了体能大比武男子组第一名。

中国帆船帆板队体能大比武分
为功率自行车、3000米跑、平板支撑
和翻轮胎4个项目。据了解，本次体
能大比武是为了贯彻国家体育总局
党组“强化体能、恶补短板”的要求，
检验体能训练效果。其中，共有15
名国家帆船帆板队队员参加3000米
跑，参加另外三项体能比试的有22
人。帆船帆板队非常重视本次3000
米测试大比武，为此调整了专项训练
时间，体能教练每周安排相关内容的
训练，制定了每位运动员详细的参赛

方案，运动员全力以赴，奋勇争先，取
得了预期效果。

在体能大比武中，队员们先进行
3000米测试，按照中帆协的要求，随
后又举行了6秒功率自行车、80公斤
翻轮胎、平板支撑3项测试，综合测
试运动员的爆发力、综合力量和核心
力量。海南队男子帆板运动员毕焜
在大比武中表现出色，在4项测试中
3项进入前两名，其中3000米跑提高
10秒，综合成绩勇夺第一，进一步提
升了自信心。他说，“今年以来我严
格执行体能教练的训练方案，在力
量、爆发力方面提高很大，接下来还
要加强有氧训练。”

国家帆船帆板队领队朱新建说，

近八成队员的3000米跑成绩都有提
高，毕焜平时的训练刻苦自觉，经常
加练体能,值得表扬。

国家队在秦皇岛夏训开始前进行
了为期7天的军训。军训结束后，毕
焜说，军人的心态和气质值得我们运
动员学习。帆船是单人项目，通过7
天的军训我对集体主义精神有了更深
的感悟，我们国家队运动员不单代表
个人，还代表着国家帆船帆板队，运动
员要服从体育总局、协会和国家队的
指挥。

毕焜19岁加盟海南省帆船帆板
队，22岁进入国家队，夺得过亚运会
和亚洲帆船帆板锦标赛帆板RS：X
级冠军。

中国国家帆船帆板队举行体能大比武

海南选手毕焜夺得男子组头名
海口市琼剧表演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海口市琼剧表演培训
班开班暨陈素珍名师收徒仪式近日在海口群众艺
术馆剧场举行。

共有近30名琼剧爱好者参加表演培训班，其
中，周云、吴海燕、王佳和陈彩妮等4名琼剧爱好
者拜陈素珍为师。陈素珍是中国戏剧“梅花奖”获
得者、国家一级演员、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琼剧”
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在本次培训班上，陈素珍将
传授戏曲基本功、唱腔分类、唱腔情感抒发和舞台
人物造型等多种琼剧表演艺术，并将结合学生特
点，以优秀、经典的戏曲作品赏析和排练相结合，
提高学员的琼剧表演水平。

海口市群众艺术馆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旨
在加强琼剧人才队伍建设，提高业余琼剧爱好者
的表演技艺，促进琼剧艺术的传承发展，推动海口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入。

本次活动由海口市群众艺术馆和海口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办，陈素珍琼剧艺术工作
室承办，海口市戏剧家协会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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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焜在训练中。

7月30日，广厦队球员赵嘉义（左二）在训练中。31日，该队将在CBA季
后赛首场比赛中对阵福建豹发力队。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