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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海南海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詹海军与你公司
劳 动 争 议 案（海 劳 人 仲 案 字
〔2020〕第 148 号）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委海
劳人仲裁字〔2020〕第434号仲裁
裁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海口
市西沙路4号，联系电话:0898-
66783032），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本裁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8月10日

债权债务公告
本公司现就债权债务申报登记事
宜公告如下：请在本公告刊登发布
之日起15日内，携带公司营业执
照（或个人身份证）原件、与本公司
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证明文
件，前来我司进行登记并说明相关
情况；逾期将视为放弃处理，自行
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联系人：钟盛烽 联系电话：
089863261775
登记地址：文昌市文城镇文蔚路
169号航天现代城28号楼2楼

文昌得福实业有限公司
2020年0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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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武悦志不慎遗失海南景业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景业清水
湾3一期C58收据三张，编号分别
为：0007011(金额：1787581 元)、
0009022（金 额 ：10000 元）、
0009278(金额：2690000元)，现声
明作废。
●王光灼遗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 ， 编 号 ：
469021104026120021J，声明作
废。
●海南润德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建
设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33842001，声明作废。
●曾凡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一张，
证号：522401199612039268，现
声明作废。
●蓝小芳遗失海南省儋州市和庆
镇文卷村委会康马村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
号：469003101205020005J，声明
作废。

澄迈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不动产权证书作废公告
因我机构无法收回周淑敏名下位

于老城镇美桃岭地段“盈滨·海湾

雨林”项目11号楼1505号房，不

动产权证书为琼（2018）澄迈县不

动产权第0025390号，根据《不动

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

三条的规定，现公告作废。

2020年8月10日

●陆其兴遗失中南西海岸B32-
1909 号房购房收据一份，编号:
170068063，金额:360000 元，声
明作废。
●谭业农遗失海南华侨城实业有
限公司曦海岸项目7号楼503房
收据，收据编号：0002278，金额：
632643元，声明作废。
●夏东海遗失万城镇周家庄村民
委员会第二十村民小组，农村土地
承 包 经 营 权 证 ，证 号:
46000619550709292917，声明作
废。
●郭健不慎遗失海南雅居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首期款收
据，收据编号：雅海 0142974，金
额：2,256,043元，声明作废。
●李天红遗失道路旅客、货物运输
人员从业资格证一本，证号:
4690030030106000048，流水号:
460000195156，声明作废。
●儋州东成旺行快递代理店不慎
遗失公章一枚，现特此声明。
●李布雄遗失道路货物运输人员
从 业 资 格 证 一 本 ，证 号:
460007197912155796，IC 卡号:
4639070132888，声明作废。
●海南紫腾科技有限公司食品经
营许可证正本、副本遗失，许可证
编号为：JY14601071961083，特
此声明。
●定安岭口顺祥槟榔专业合作社
遗失由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银行
开户许可证一本，核准号为：
J6410012814501，声明作废。
●郑阶望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执
业药师注册证书，证书编号:
461218020027，特此声明。
●海南中佰润实业有限公司财务专
用章、法人章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海口美兰诚发茶店遗失税务登
记 证 副 本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46000419810810261301，声明作
废。
●海南骏德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海南鲜仙乳米食品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杨子仪（于2020年7月9日）遗失
居 民 身 份 证 ， 证 号 ：
460102199112142121，特此声明。
●李月樱遗失座落于府城镇红城
湖路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琼
山籍国用（2004）第01-00219号,
声明作废。
●李孙才遗失座落于府城镇红城
湖路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琼
山籍国用（2004）第01-00220号,
声明作废。
●海口市环保技术工程实业开发
公司遗失海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
票代码：4600183130，发票号码：
00745500，金额：14000元，特此
声明。
●蔡强、蔡勤权遗失房屋租赁证，
证号：美房租证〔2018〕第 27766
号，特此声明。
●文昌时光印昌河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
可证编号:JY24690050001262,
声明作废。
●海南万里祥顺汽车租赁有限公
司财务专用章不慎遗失，声明作
废。
●邢豪不慎遗失身份证，证号：
4600 22 1969 1110 5817，现声
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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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铺出租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作废公告

临街商铺出租
金濂路正业广场，467m2，商铺办
公出租。电话：15607550859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解决历史问题办房产证13398906680

法务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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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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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宝通富翔典当有限责任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1007088953212）经股东会
决议，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
元减至1000万元，其债权债务不
变。请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我公司申报债
权及办理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陵水黎族自治县城乡投资有限公
司 （ 信 用 代 码 ：
91469034780705166K）经公司股
东会议决定，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原注册资
金 1200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95000万元，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
起45天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
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南神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91460000MA5TL7575W）股东
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万元，原债
权债务不变，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
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
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联系人：谢婧婧18789653882

《授权书》作废公告
2020年4月3日，海南泽昊贸易有
限公司给吴育海（身份证号码:
460004197912100438）先生出具
的《授权书》特此公告作废。
2020年4月3日，海南泽昊贸易有
限公司给乔菲尼诺特（海南）实业
有限公司出具的《授权书》特此公
告作废。未经海南泽昊贸易有限
公司股东会批准,吴育海先生以海
南泽昊贸易有限公司名义对外签
署的法律文书无效。
特此公告。

海南泽昊贸易有限公司
2020年08月11日

公 告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民政局

认婴公告
李想，女婴，身体健康，
于2020年 3月 20日早
上在海南省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白鹭湖小区南
门口被捡拾。请该女婴

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于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持有效证件前来认领，
逾期视为弃婴。联系电话0898-
32918061。2020年8月7日

认婴公告

债权债务申报登记公告
海南易俊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因股

权转让和法人变更，对变更前债权

债务(包括抵押和担保)和经济纠纷

进行清理，对于原股东和法人存续

期间的债权债务和经济纠纷持合

法手续可到我司联系登记事宜，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有效，逾期

我司不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特此

公告。

海南易俊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2020年8月11日

债权债务申报登记公告
海南华夏之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因股权转让和法人变更，对变更前

债权债务(包括抵押和担保)和经济

纠纷进行清理，对于原股东和法人

存续期间的债权债务和经济纠纷

持合法手续可到我司联系登记事

宜，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有效，

逾期我司不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海南华夏之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20年8月11日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 南 客 园 酒 店 管 理 有 限 公 司:（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460000MA5TFYFX2J，法定代表人: 袁冬冬）：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
员，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
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处理决定
书》（琼税三稽处〔2020〕19号）公告送达，你公司见本公告后可自
行到我局领取纸质件。若不来领取，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
为送达。《税务处理决定书》（琼税三稽处〔2020〕19号）主要内容
如下:你公司开具给江苏先声药业有限公司、江苏先声医学诊断
有限公司、江西正邦化工高安销售有限公司等共75家公司150
份增值税普通发票（金额7,209,713.38元，税额185,323.03元，
价税合计7,395,036.41元）存在购进货物与销售货物严重背离、

通过虚假纳税申报规避税务机关审核比对、大额交易资金未收款
的行为，属于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行为。你公司虚开增值税普通
发票150份，金额7,209,713.38元，已达到移送公安机关标准，
我局将按照规定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若你公司同我局在税务处
理上有争议，应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 以国家税务总局
海南省税务局第三稽查局作为行政复议被申请人，依法向国家税
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解放路600号税务大厦（国
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三稽查局八楼815）

联系人：朱女士 蒲先生 联系电话：88215623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三稽查局

2020年8月11日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三稽查局公告 2020年第31号

海 南 凌 妍 酒 店 管 理 有 限 公 司:（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460000MA5TFTWD32，法定代表人: 王颖颖）：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
员，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
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处理决定
书》（琼税三稽处〔2020〕18号）公告送达，你公司见本公告后可自
行到我局领取纸质件。若不来领取，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
为送达。《税务处理决定书》（琼税三稽处〔2020〕18号）主要内容
如下：你公司开具给江苏先声药业有限公司、江苏先声医学诊断
有限公司、港中旅三亚旅行社有限公司等64家单位的150份增
值税普通发票（金额6,857,809.02元，税额167,542.98元，价税
合计7,025,352.00元）存在购进货物与销售货物严重背离、通过

虚假纳税申报规避税务机关审核比对、大额交易资金未收款的行
为，属于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行为。你公司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
150份，金额6,857,809.02元，已达到移送公安机关标准，我局
将按照规定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若你公司同我局在税务处理上
有争议，应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 以国家税务总局海南
省税务局第三稽查局作为行政复议被申请人，依法向国家税务总
局海南省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解放路600号税务大厦（国
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三稽查局八楼815）

联系人：朱女士 蒲先生 联系电话：88215623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三稽查局

2020年8月11日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三稽查局公告 2020年第33号

第26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
颁奖典礼近日落幕。15部中国电视剧
竞逐本届“白玉兰”，最终，《破冰行动》
《小欢喜》《庆余年》《老酒馆》《少年派》
《长安十二时辰》6部剧摘得国产剧重头
奖项。其中，《庆余年》《长安十二时辰》

《破冰行动》都是视频网络端首播剧。
今年是白玉兰奖史上首次允许“网

剧”参评，它们就拿下奖项“半壁江山”。
毫无疑问，“网剧”正在改变“白玉兰”的
格局。

2019年12月16日，第26届上海电

视节白玉兰奖全面启动节目征集。在电
视剧项目征集中，提到2019年4月1日至
2020年3月31日期间在中国（含港澳台
地区）卫星频道播出的电视剧或重点视频
网站首播的电视剧，均在可报名范围内。
这也是白玉兰奖史上首次规定“网剧”可
以参评。当时，不少网友就为最近一年的
热播网剧打call：《庆余年》《长安十二时
辰》《鹤唳华亭》《鬓边不是海棠红》等剧，
都在可报名和评选范围之内。

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评选始于1986
年，是国内甚至亚洲最具影响力的电视剧
奖项之一。多年来，能够参与评选白玉兰
的，都是在卫星频道播出的电视剧。不少
业内人士认为，这次白玉兰为网剧打开大
门，标志着网剧地位登上新台阶。

网剧进入主流电视剧评奖系统，并
非白玉兰奖独此一家。今年4月14日，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发布《关于组
织参加第32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评
奖工作的通知》，评奖工作正式启动。通

知发布后，焦点话题是“飞天奖”也准许
“网剧”参评。“飞天奖”的评选范围是
2017年10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期间，在中央电视台或各地卫视频道播
出的电视剧，包括在全国性重点视频网
站首播的电视剧。

对于网剧入围，本届白玉兰奖评委
会主席郑晓龙表示，通过白玉兰奖的评
选，网播电视剧应该朝着精品化的方向
发展，更多地注重内容的打造：“在如何
讲故事，如何开掘演员、人性和角色的这
些方面做好，这才可能使网播电视剧长
远发展下去。”

从白玉兰奖颁奖结果来看，网播电
视剧可谓“大获全胜”，《破冰行动》《庆余
年》《长安十二时辰》在10个重要奖项中
斩获6个：《破冰行动》获得最佳中国电
视剧奖、最佳编剧（原创）奖；《庆余年》获
得最佳编剧（改编）奖、最佳男配角奖；
《长安十二时辰》获得最佳美术奖、最佳
摄影奖以及国际传播奖。 （杨婉）

“网剧”首次允许参评，3部获奖拿下“半壁江山”

“网剧”正在改变“白玉兰”格局

CBA总决赛历史上的第二次辽
粤之争11日即将上演。两队在总决
赛的上一次交手还要追溯到 2007-
2008赛季，那时各自阵中的两员大将
杜锋和杨鸣如今也将在“制服组”中
再度展开对决。

从阵容来讲，广东的优势在于锋
线，无论是威姆斯、周鹏、任骏飞哪个点
打开，都不会让辽宁队好受。辽宁队锋
线薄弱的问题也不是一日两日了，从半
决赛对阵新疆的比赛来看，即便是小将
齐麟在对阵辽宁时也打出了上佳表现。

辽宁的强点则在于内线。“功夫熊
猫”韩德君开发出了中投“技能包”，减
重后步伐也愈发灵活。季后赛3场，
韩德君场均轰下28.3分和16个篮板，
均为全队最高，半决赛对阵拥有周琦、
范子铭和俞长栋的内线依然展现了强
大的统治力。除了自己在内线翻江倒
海，他还能适时地在弧顶策应队友，场
均送出1.7次助攻。韩德君并非擅长
低位强攻的重坦型中锋，更多是与后
卫挡拆，通过灵巧的走位成功“吃

饼”。反观广东队，老大哥易建联有伤
在身，并未在百分百状态，而苏伟作为
内线在移动和灵活度上也慢了韩德君
半拍。但辽宁除韩德君外内线深度不
够，广东则囤积了不少硬汉，除了苏
伟，还有曾繁日、万圣伟等可以不断地
对韩德君造成消耗，这将对大韩的体
能和犯规控制带来不小的挑战。

双方的后卫线则都是目前联盟最
顶级配置，豪华对决势必大有看头。辽
宁队郭艾伦、赵继伟和高诗岩对上广东
队赵睿、胡明轩和徐杰，将是冲击力、速
度、节奏的全方位对抗。

此外，辽宁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
是梅奥。对于梅奥来讲，辽宁的体系缩
小了其速度和力量的不足，而放大了其
节奏和视野的优势，因为有郭艾伦等国

手作为进攻发起点，梅奥不需要大量侵
占球权，这让已经不在体能巅峰期的梅
奥在辽宁的体系中如鱼得水，梅奥也用
行动证明了他是比史蒂芬森更无缝对
接辽宁队的人选，季后赛梅奥场均27.7
分、3.7次助攻和2.3次抢断，有力回击
了外界对其“江河日下”的质疑。

（新华社青岛8月10日电）

内线、锋线争高下 后卫群雄“大乱斗”
——CBA总决赛辽粤争霸前瞻

赛事预告
CBA总决赛（第一场）

广东vs辽宁

8月11日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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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10日讯（记者王黎
刚）海南省首届“草根足球”U35+足球
赛刚落下帷幕，2020年“硕克杯”省青
少年足球锦标赛12日将在省足协裕东
基地开赛。进入8月后，海南业余足坛
赛事频繁，氛围也越来越热。

经过两个多月的角逐，海南省首
届“草根足球”U35+足球赛近日在海
口五源河体育场结束，共有海口、儋
州、陵水等省内20支球队参加。比赛
分别在海口观澜湖和海口五源河球场
举行，这两个举办地的球场“高大上”，
让参赛的海南业余球员踢得大呼过
瘾。这项比赛影响力扩展到岛外，海
南双龙队和陵水队分别聘请了多名外
省球员参赛。特别是海南双龙队在外
省高水平球员的带动下，踢得行云流
水，展现了高水平。这项比赛进行时
经常遇到高温或者暴雨，但参赛球员
没有退缩，兢兢业业踢完每一场比赛，
展示了“草根球员”对足球的热爱。比
赛期间，主办方对每场比赛进行了现
场直播，出人意料的是点击率很高。
主办方负责人马瑞刚说，这说明关注
本土比赛的球迷不少。

12日将开始的“硕克杯”省青少
年足球锦标赛分甲组和乙组，省内多
支中学生球队参加，比赛也是海南最
高水平的青少年比赛，获得各组别前

3名的球队的主力队员，将获得一级
运动员和二级运动员证书。这两个证
书对中学生球员吸引力很大。最近一
段时间，省旅文厅、省足协和海口市教
育局先后举办了“硕克杯”省青少年足
球冠军联赛和海口市校园足球赛，这
些比赛的举办让海南的“学生脚”过足
了足球瘾。这两年，在省教育厅和省
足协的努力下，海南校园足球开展得
红红火火。

由海口团市委举办的“椰青杯”足
球赛8月10日开赛，共有10多支球队
参加。8月份，还有海口市足协杯比赛
要上演。除了官方主办的比赛外，民间
组织的比赛也办得风风火火。例如“校
友杯”和“零度杯”五人制足球赛先后开
赛，这两项比赛晚上举行，队员们免受
烈日暴晒，更能发挥出水平。

海南业余足球升温得益于这几年
足球场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16
年，《海南省贯彻〈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
体方案〉的实施意见》出台后，海南足球
场建设开始发力。省足协在海口市美
兰区后良村兴建了5块标准草坪球场
的青训基地，海口观澜湖也建成了10
多块标准草坪球场，海口世纪公园和猎
豹基地也翻新了多块五人制球场。这
些球场的建成给海口足球发烧友提供
了施展球技的舞台。

近期几项比赛相继举行

海南足坛烽烟四起赛事不断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海南省作家
协会与海南省网络作家协会联合举办
2020年海南网络作家“文学新高地，扬
帆自贸港”采访培训活动8月9日结束。

网络作家深入澄迈老城海南生态
软件园、儋州东坡书院、千年古盐田、洋
浦港、海南电影学院建设工地、儋州石
屋村、琼中女足训练基地、琼中百花岭
等地采访，探访海南历史，展望海南自
贸港未来。

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梅国云出席
培训活动并作开班动员讲话。他热情
地向广大网络作家发出邀请，欢迎全国
的网络作家来海南自贸港注册工作
室。讲话中，他重点谈了网络作家的社
会责任感问题，希望广大网络作家肩负
起“粉丝越多，责任越大”的历史使命，
为广大读者传播真善美。培训班授课
老师分别从研究者、作家、运营方、编辑
等角度为网络作家授课。

为广大读者传播真善美

我省举行网络作家采访培训活动

申花2：2大连 河南2：1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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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建联的发挥是广东队能否夺冠的
关键。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