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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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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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29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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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76071190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8976695932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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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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瑞科计算机信息系统有限公
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证号
91460200721299620B，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第一太平戴维斯物业顾问（广州）
有限公司三亚分公司遗失奥的斯
电梯出厂产品合格证，编号：
D6NJ2368至237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符冠南因保管不善，将昌集用
(2010)第十月田2396号《集体土
地使用证》证书遗失，根据《不动产
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
条的规定申请补发，现声明该《集
体土地使用证》证书作废。

声明人:符冠南
2020年08月01日

●海南永成石油有限公司遗失合
同章一枚，声明作废。
●莫奇思遗失坐落于琼苑路省政
府住宅北区6幢104房的房屋租
赁证，房屋租赁证号：美房租证
【2018】第31718号，声明作废。
●海南金诺实业开发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林兰萍、吴进平遗失座落于海口
市振东区白龙乡下贤二村的国有
土地使用证,证号:海口市国用
（2001）字第49600号,声明作废。
●吴进雄、林巧玉遗失座落于海口
市振东区白龙街道下贤二村的国
有土地使用证,证号:海口市国用
（2002）字第 003265 号,声明作
废。

●中共东方市纪律检查委员会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Z6410000509901,声明作废。
●符艳遗失琼房租证[2018]第
01227号租赁证，特此声明。
●吕永辉、吕少群不慎遗失建筑工
程施工许可证(副本）一本，编号
为：460200201604270701，工本
号为：No. 00007744，声明作废。
●罗明雄不慎遗失建筑工程施工
许可证(副本)一本，编号号为：
460200201604270601，工 本 号
为：No.00007743，声明作废。
●樊晓燕遗失中南西海岸B11-
410号房购房收据一份，编号:N0
0060874,金额:64367元,声明作
废。
●樊晓燕遗失中南西海岸B11-
2516 号房购房收据一份，编号:
N0 0024683,金额:10000 元,声
明作废。
●樊晓燕遗失中南西海岸B11-
2516 号房购房收据一份，编号:
N0 0112826,金额:47065 元,声
明作废。
●樊晓燕遗失中南西海岸B11-
2311 号房购房收据一份，编号:
N0 0007899,金额:24853 元,声
明作废。
●樊晓燕遗失中南西海岸B11-
2311 号房购房收据一份，编号:
N0 0088908,金额:89109 元,声
明作废。
●樊晓燕遗失中南西海岸B11-
2311 号房购房收据一份，编号:
N0 0024686,金额:10000 元,声
明作废。
●樊晓燕遗失中南西海岸B11-
2311 号房购房收据一份，编号:
N0 0024771,金额:34555 元,声
明作废。
●樊晓燕遗失中南西海岸B11-
2311 号房购房收据一份，编号:
N0 0112827,金额:34555 元,声
明作废。

违约缺席指界通知书
编号：0000534

海口市西门外74号户主（苏亚四、
陈弟兴）：
现寄去海口市二轻工业联社位于
海口市龙华区解放西路7号广场
横路东侧的宗地《地籍调查表》复
印件一份，内有指界结果，如有异
议，必须在收到后十五日内提出重
新指界申请，并负担指界的全部费
用，逾期不申请，按《地籍调查表》
上指界结果为准。
联系电话：68540239

15289740965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8月1日

号土地证项下0.01平方米土地使
用权过户给王群，依据《土地登记
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现决定注
销琼山市国用（灵山镇）字第
01865号土地证书项下111.98平
方米及1998-08-0033号土地证
项下0.0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登记。

2020年7月29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根据2020年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
人民法院以（2020）琼0108执549
号《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
书》，我局已将海南深海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的琼山市国用（灵山镇）
字第 01865 号土地证书项下的
159.9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过户给
王群，依据《土地登记办法》第五十
条的规定，现决定注销琼山市国用
（灵山镇）字第01865号土地证书
项下的159.9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登记。 2020年7月29日

法》第五十条的规定，现决定注销
海口国用(2009)第009124号土地
证书项下的70.92平方米土地使用
权登记。

2020年7月29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根据2020年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
人民法院以（2020）琼0108执550
号《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
书》，我局已将海南深海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的琼山市国用（灵山镇）
字第 01865 号土地证书项下的
160.0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过户给
王群，依据《土地登记办法》第五十
条的规定，现决定注销琼山市国用
（灵山镇）字第01865号土地证书
项下的160.0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登记。 2020年7月29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根据2020年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
人民法院以（2020）琼0108执548
号《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
书》，我局已将海南深海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的琼山市国用（灵山镇）
字第 01865 号土地证书项下的
11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过户给王
群，依据《土地登记办法》第五十条
的规定，现决定注销琼山市国用
（灵山镇）字第01865号土地证书项
下的11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登记。

2020年7月29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根据2020年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
人民法院以（2020）琼0108执551
号《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
书》，我局已将海南深海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的琼山市国用（灵山镇）
字 第 01865 号 土 地 证 书 项 下
111.98平方米及1998-08-0033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根据2019年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
人民法院以(2019)琼 0107执 365
号《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
书》，我局已将王光长持有的海口
国用(2009)第009124号土地证书
项下的70. 9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过户给陈雪琴，依据《土地登记办

●樊晓燕遗失中南西海岸B11-
2311 号房购房收据一份，编号:
N0 0042067,金额:29704 元,声
明作废。
●樊晓燕遗失中南西海岸B11-
2516 号房购房收据一份，编号:
N0 0024836,金额:60597 元,声
明作废。
●樊晓燕遗失中南西海岸B11-
2316 号房购房收据一份，编号:
N0 0024838,金额:60184 元,声
明作废。
●樊晓燕遗失中南西海岸B11-
2416 号房购房收据一份，编号:
N0 0024770,金额:60184 元,声
明作废。
●李锡民遗失道路旅客、货物运输
人员从业资格证一本，证号:
460029196906187832，流 水 号:
4600013645，声明作废。
●曾令胜于2020年7月22日不慎
遗失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号码：
460027199305030419，现特此声
明。
●曾令胜于2020年7月22日不慎
遗 失 机 动 车 驾 驶 证 ，号 码 ：
460027199305030419，现特此声
明。
●保亭保城诚信商务中心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符士椿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注
册证号：461219900693，声明作
废。
●海南琼中思源实验学校不慎遗
失，建行琼中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Z6410001011202 账 号 ：
46001006936058000035 现声明
作废。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档案局，不
慎遗失，琼中建设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Z6410000756902，现声明
作废。

减资公告
海南兆悫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代码
91469027MA5T6QWL1J经股东
会议决定，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
册资本，由原人民币贰仟万元整减
少至人民币壹仟万元整，原债权债
务不变，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天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
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联系
人：江根芝，电话：0755-28689220

●海南宝安进口公司不慎遗失税
务登记证正、副各一本，税字号：
460100201264109，特此声明。
●白沙黎族自治县青年农场幼儿
园不慎遗失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正 本 ， 证 号 ： 教 民
460030201200010号，声明作废。
●白沙黎族自治县青年农场幼儿
园不慎遗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证书正本（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524690250757150272，声明
作废。
●出租人：卢海，承租人：黄蕾遗失
海秀大道 20号市九中宿舍B幢
702房房屋租赁证，证号：美房租
证[2007]第26698号，声明作废。
●出租人：方瑞芬，承租人：林志
大，王守东遗失滨河路2号市营养
食品厂宿舍区A幢802房房屋租
赁证，证号：龙房租证[2019]第
51987号，声明作废。
●姚仁勇、张希书不慎遗失房屋坐
落于海南省定安县定城镇塔岭新
区塔南路南侧椰风·水漾人家7号
楼A单元401号房的房产证，证
号：房权证定城镇字第 0017286
号，声明作废。
●东方东海竹焰包子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90071820083，声明作废。
●林发遗失位于东方市琼西路东
侧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7127，
声明作废。
●文昌宇鑫货运有限公司遗失一
枚公章，声明作废。
●海口樊登品牌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14601061740853，声明作废。
●三亚碧青园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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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通告

本报海口7月31日讯（记者陈
蔚林 实习生李梦楠）7月31日上午，
纪念海南解放70周年——“海南省历
史文化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
展在省博物馆开幕，参展的57件作品
是海南多名美术家历时7年的创作成
果，集中展现了海南深远厚重的人文
历史和艰苦卓绝的解放战争，抒写了
改革开放以来海南人民奋发有为的时
代精神。

据悉，“海南省历史文化重大题材

美术创作工程”是在省委宣传部的大
力支持下，由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牵
头，省美术家协会组织实施的，海南历
史上最大规模的美术创作工程。

2013年8月，省美术家协会就组
织成立了“海南省历史文化重大题材
美术创作工程”办公室，组织项目领导
小组深入艺术家群体调研和召开研讨
会，并邀请省委党史研究室、海南大
学、琼台师范学院等部门和高校的专
家学者参与论证，广泛倾听各方意见

与建议，最终锁定了52个汉代以来的
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
最有代表性的杰出人物代表和重大历
史事件，形成了项目实施方案。2014
年4月，该项目正式启动，后经面向社
会发布公告、采风、观摩、初选、复评等
环节，评定了50多位海南美术家创作
的草图并签约创作。

最终创作并展出的57件作品以
中国画、油画、水彩画、版画、雕塑为
主，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和鲜明的时

代特征、地域文化特色。以严格的艺
术标准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既充分展
现海南历史文化和建设成就，又旗帜
鲜明地颂扬主旋律和正能量，鼓励和
引导广大美术工作者关注历史和现
实，树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
念和品格追求，有力地引导了当代海
南美术创作的发展方向，起到了积极
的示范性作用。

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相关负责人
认为，该创作工程的成功实施，填补了

我省在历史文化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的
空白，树立了海南在重大历史题材及
人物画美术创作的里程碑，为海南留
下了具有深厚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
珍贵文化财富，促进了海南省文化艺
术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本次展览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省美术家协会承
办。展览时间为7月 31日至 8月 6
日。广大市民和游客可到省博物馆一
号展馆和特展厅免费观展。

“海南省历史文化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对外展出

57件作品抒写海南时代精神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南省民政厅公告
海南省各社会组织:

2020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

会服务项目申报工作已开始，请有意申报项

目的社会组织，登陆海南民政(http://mz.

hainan. gov. cn/)查询详情。

海南省民政厅

2020年8月1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
关于征询权属异议的通告

海资规美兰〔2020〕596号
陈国华持《土地权属来源证明》、《地籍调查表》等相关材料向我

局申请国有土地使用权权属确认。该宗地位于海口市美兰区博爱南
横路77号，宗地四至为：北至巷道; 东至博爱南横路97号用地；南至
博爱南横路79号用地;西至大巷道，土地总面积为77.65平方米，为
国有土地，拟将该宗地使用权权属确认给陈国华。

凡对上述土地权属有异议的，自刊登之日起15日内，以书面形
式并持有关证据到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申诉，逾期不
主张申诉则视该土地权属无异议，我局将依法对土地权属进行确认。

特此通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

2020年7月30日
（此件主动公开；联系人：陈女士，电话：65360879）

海南锦泰实业有限公司、海南天景农庄有限公司、海南仙湖农庄
有限公司、海南青源庄园有限公司、海南珍果实业有限公司、海南龙康
农业有限公司、海南南景农业有限公司、李胜南(以下统称债务人）：

2020年7月9日李金方、赵建斌、王田与东方亿达置业有限公司
签署《债权转让合同》，将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517号《民
事判决书》确认的李金方、赵建斌、王田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依法全
部转让给东方亿达置业有限公司，债权人已通过中国邮政向债务人
邮寄债权转让通知，现再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东方亿达置业有限
公司已经成为债务人新的债权人，请债务人立即向东方亿达置业有
限公司履行全部义务。特此公告。

债权转让方：李金方 赵建斌 王 田
债权受让方：东方亿达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7月31日

债权转让公告

公告
因三亚中伟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亚中伟公司）向

莫端借款，依据双方借款合同约定，从2016年6月21日起至三亚
中伟公司清偿借款本息之前，三亚中伟公司的公章、合同专用章、
财务专用章（以下简称印章）均交由莫端共管。2016年6月21日
至今有人在社会上持刻有“三亚中伟公司”字样的上述印章对外
签订合同，出售三亚中伟公司所开发的房屋等财产。在此，特公
告如下：三亚中伟公司上述合法印章2016年6月21日至公告之
日均在莫端处共管，在此期间以三亚中伟公司名义所盖印章，若
盖的不是莫端所共管的印章，存在发生法律纠纷的可能。请三亚
中伟公司的交易对象注意交易风险，以免上当受骗，造成财产损
失。特此公告

莫端
2020年7月30日

二、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
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失信被执行人不得
参与本次竞买，不接受联合竞买。属境外机构和个人（含港、澳、台地
区）申请参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
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成交价不得低
于出让底价，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参加竞买者可于2020年8月5日
至2020年8月31日到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
号窗口查询和购取《五指山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文件》，并
按文件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挂牌出让文件所载内容亦为本公告
的组成部分。报名期限：2020年8月5日上午8:30至2020年8月31
日下午17:00（以竞买保证金实际到账为准）。

五、竞买保证金：竞买人必须按照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申请人
在提交竞买申请前将保证金存入五指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指定账
户（以入账为准）。竞买成交后，竞得人的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履行土
地出让合同的定金，并可抵作土地出让金。

开户单位：五指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户银行：五指山市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银行账号：1013544976900099。

六、资格确认：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
条件的，在2020年8月31日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七、挂牌时间及地点：挂牌起始时间：2020年8月21日8时30
分；挂牌截止时间：2020年9月2日10时00分；挂牌地点：海南省政
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

八、其他事项：（一）本次竞买活动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
邮寄、电子邮件、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二）按正常工作时间（上午8:

30-12:00，下午14:30-17:00）受理申请报名手续，节假日除外。上
述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三) 本次挂牌出让成交价款不包括有关
税费，竞得人须按有关规定缴纳有关税费。（四）该地块已完成地上附
着物清表，土地权利清晰；不存在土壤污染，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
确认通水、通电、通路等，已完成土地评估，具备动工开发必需的条件，
无法律经济纠纷。（五）该宗地用于开发建设五指山市安居型商品住
房，竞得人竞得土地后，采用装配式建筑建造方式建设，实行全装修交
房，装修标准不低于1200元/平方米，且建设工程款全额垫资。项目
建设严格按照《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新建住宅小区配套公共服务
设施建设管理的意见》（琼府〔2017〕96号）要求进行建设，同时配套建
设水、电、路、气、光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步规
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六）区内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由竞得人自行负责。涉及特种行业的需符合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规
定。（七）面向符合本市基层教师和医务人员、居民家庭、引进人才（不
含公务员），优先提供给本市基层教师和医务人员。（八）销售价格为
7500元/平方米（含不低于1200元/平方米装修）。（九）开发建设期
限：工程工期574日历天（含装修时限）。

九、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五指山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十、本次挂牌事项如有变更，以变更公告为准。
十一、咨询方式：咨询电话：17589738973、0898—32855875；
联系人：林先生、张女士；联系地址：五指山市沿河东路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中国土地市场
网)；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

五指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8月1日

地块编号

WZSJS-2020-19

土地位置

五指山市教师村西南侧
（原党校）

用地面积
（平方米）

15152.54

土地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
（安居型商品住房）

容积率

≤2.65
建筑密度

≤18.24%
绿地率

≥34.12%
建筑限高
（米）

≤50
出让年限
（年）

70

保证金
（万元）

2163.783

五指山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五自规告字〔2020〕5号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第39号令）、《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海南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经五指山市人民政府批准，五指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地块编号为WZSJS-2020-19号一宗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本次挂牌出让委托有资质的招拍挂单位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国家乒乓
球队近日抵达陵水集训，海南省乒乓
球队15岁的林诗栋首次入选国乒一
队，参加陵水集训。成立5年的海南
省乒乓球队不但培养出青少年国手林
诗栋，还使用直播队内训练和比赛的
方式扩大球队的影响力。

海南省乒乓球队开设队内对抗赛
直播后，家长们通过网络看到自己孩
子的比赛。随着直播次数的增加，海
南省乒乓球队的训练和比赛视频在朋
友圈中的点赞率很高。

海南省乒乓球队目前有40多名
选手，年龄最小的11岁，最大的17

岁。海南队每月都要举行一次队内对
抗赛，比赛为男女混合，设单打和双
打。海南省乒乓球队主教练李蒙说，
队内对抗赛每次举行到后半段时，队
员们精神头显得不足，打得有些松松
垮垮。特别是原本应该很激烈的淘汰
赛，由于缺乏动力，小球员们没能打出
比赛效果。“有一次我突发奇想，为何

不搞一个直播，让队员们在镜头下比
赛，他们的每个动作都会被放大，给他
们营造正规比赛的氛围。”李蒙说。

说干就干，在今年年初的一次队内
对抗赛中，海南省乒乓球队开启了现场
直播，“直播了一次比赛后，效果很好，
队员们的拼劲至始至终都很足。”李蒙
说。由于新冠疫情期间海南省乒乓球

队全封闭训练，家长们无法和孩子们
见面，李蒙就把直播比赛的视频转发
给家长，家长们看到自己孩子的比赛
视频很高兴，纷纷在自己的朋友圈中
转发海南乒乓球队的比赛视频。

海南省乒乓球队队内比赛促进了
队员的球技。李蒙说，海南队效仿国
家队的模式，在队内比赛中男帮女，老

队员帮助小队员。海南队队内比赛分
为两组，其中30名年龄偏大的男女球
员一组，10多名低龄小球员一组。

2015年，海南乒乓球队成立，当时
只有7名球员和一名教练员。经过5年
的发展，在省旅文厅和省体职院的大力
扶持下，海南乒乓球队逐渐壮大，目前
有40名球员、3名教练员。在2019年
全国青运会乒乓球比赛中，海南队的男
单和男团均取得历史性突破，其中，海
南队球手林诗栋获得男子单打冠军，海
南队获得了男子团体第7名。林诗栋多
次入选国家青年队，参加国际青少年乒
乓球巡回赛，获得过男单和男团冠军。

球迷点赞：

海南乒乓球队直播训练比赛

中国首部海外维和战地纪实电影

《蓝色防线》9月上映
本报海口7月31日讯（记者尤梦瑜 实习生

林郅奕）“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中国首部海外维
和战地纪实电影《蓝色防线》宣布将于9月上映，影
片于近日发布了“蓄势待发”版海报及首款预告。

《蓝色防线》历经五年跟踪拍摄，横跨中国和
非洲大陆，真实记录和展现了我国第一支成建制
常驻维和步兵营，在战火纷飞的南苏丹执行维和
任务期间，保护当地难民营安全的故事。维和战
士们用纪律和信仰，在黑暗和光明之间筑起一道
道坚不可摧的生命“蓝线”。

前女篮主帅马跃南授课
中国篮协E级教练员培训班海南开班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20年第一期中国篮
协E级教练员培训班（海南站）近日在海口举行开
班仪式。本次培训共吸引50名学员参加。

本次培训班讲师团队由中国篮协教练员培训
讲师、中国篮协教委会常务委员、前中国国家女篮
主教练马跃南，中国篮协青委会教委会委员、海南
省篮协副主席、前中国男篮国手李霖等人组成。

马跃南表示，一个地方的篮球水平和教练员
有着一定的关系，希望通过本次培训提高海南篮
球教练员的业务能力，对海南日后发展篮球运动
能有所帮助。

据了解，本次培训按照中国篮球协会E级教
练等级标准办班要求进行课程设置与授课培训，
完成40课时学习的学员通过闭卷笔试、命题作
文、实操测试与课程出勤四个部分进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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