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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纤澄游泳体育文化有限公
司财务专用章和法人章（刘陶民）
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麟瑞置业有限公司遗失座
落于东郊镇建华山管区邦塘村南
侧地段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
文国用（2007）第W1400862 号,
特此声明。

●海口美兰盘兴电子商行遗失公
章,声明作废。
●郑作亮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102200109070310，现声
明作废。
● 李萍（460022197909025126）
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一本，证号：
4601070012003749，声明作废。
● 林 同 保 （ 身 份 证 ：
460029195806177616）于 2020
年8月20日遗失船舶国籍证，船
舶国籍证书编号：（琼儋）船登（籍）
（2018）HY-000242号，船名：琼
儋渔60074，声明作废。
● 林 同 保 （ 身 份 证 ：
460029195806177616）于 2020
年 8月 20 日遗失渔业捕捞许可
证，许可证编号：（琼儋）船捕
（2019）HY-000152号，船名：琼
儋 渔 60074， 渔 船 编 码:
4604002014010005,声明作废。
● 林 同 保 （ 身 份 证 ：
460029195806177616）于 2020
年8月20日遗失渔船所有权证，
所有权登记证书编号：（琼儋）船登
（权）（2018）HY-000242 号，船
名：琼儋渔60074，声明作废。

●文昌市新桥中心小学不慎遗失

海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2张，

编号：0526765076、0526765084，

特此声明作废。

●文昌市锦山镇排港村委会内村

村民小组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特此

声明作废。

●海南微预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百益达汽车美容维修

中心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60106600415498，现声明作

废。

●海南万佳物流有限公司遗失琼

E15116车（黄）的道路运输证正本

（ 证 号 ：琼 交 运 营 洋 浦 字

462000061042号），现声明作废。

●儋州市宏祥商砼有限公司洋浦

分公司遗失负责人章（石光辉），声

明作废。

●海南盼贵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声明作废。

●海南华地置业有限公司遗失公

司公章、公司财务专用章、公司合

同专用章、法人王二砚印鉴章，声

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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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出租：18608948990

出租

解决历史问题办房产证13398906680

法务咨询

高价回收空调、旧货13976906892

回收旧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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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人启事
寻黄玉菊，曾用名：黄昌芳，保亭黎
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番亲村人，大
约74岁，婚后曾在琼中、通什毛阳
生活过，1991年3月与女儿在海口
见面后失去联系，现女儿思母心
切，多年来一直在寻找妈妈的消
息，望知情人或提供有效线索为我
寻得母亲，请与我联系，酬谢！
联系电话：杨小姐 18126679513
李先生13703086709

寻人启事

广告·热线：66810888

经报海口市政府同意，拟按程序对《海口临空经济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局部区域进行规划更正。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
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7天（2020年8月23日至8月29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haikou.gov.

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jdglj@163.

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美兰区兴洋大道181号二楼规划
建设部，邮政编码：571127；（3）意见和建议请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
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5686626，联系人：高铭聪。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0年8月23日

关于《海口临空经济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局部区域规划更正的公示启事 迁坟公告

根据琼中县三江源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环城东路四

宗地征地的需要，征收土地四至范围为环城东路东侧，三月

三大道南侧、黎母大道西侧、营根镇经济适用房北侧，靠近加

钗六队、牛古湾村一带，征收土地范围红线内的坟墓急需迁

移，请规划征地范围内坟墓坟主的亲属，在本公告公布之日

起，至2020年8月30日前，与加钗农场产业发展部联系办

理迁坟手续，迁坟补助标准按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有关征地

迁坟补偿文件执行，逾期不迁移的坟墓视为无主坟。特此公

告。联系地址: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加钗农场产业发展部。

联系电话: 13876518616、19943334388

2020年8月10日

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将所拥有的海南迪纳斯投资有限

公司不良资产债权通过公开竞价方式进行转让，现将有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债权资产情况

截至2020年8月30日，我行拥有的海南迪纳斯投资有限公

司（项目位置：海口市秀英区丘海大道56号，美俗路以北）不良资

产债权金额为本金人民币11,999万元及相应利息之合计。目

前贷款五级分类状态为可疑。

二、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竞买人须为中国银监会公布的具

有不良资产处置资质的资产管理公司。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

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海南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

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以及与参

与不良债权转让的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不

得参加竞买。要求竞买人信誉好，有一定资金实力并可承担购

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三、公告期限：2020年8月23日起至2020年8月27日（5

天），公告期内受理投资者报名、领取竞价文件、交纳竞价保证金

和对该不良债权处置的有关异议和咨询，过期不予受理。公开

竞价时间暂定于2020年8月28日上午9:00。

本公告仅具有要约邀请的效力。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有

权自行撤销本次公开竞价或按照实际情况调整本次公开竞价时

间。

受理公告事项联系人：陈先生：15103652896，赵先生：

13379958632；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举报电话：0898-

66505993。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海秀中路31号海南

银行总部大楼。

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22日

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良资产债权公开转让竞价公告

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记者
张漫子）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22
日在北京怀柔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
拉开帷幕。出于巩固疫情防控成果
的考虑，这是第一届没有“红毯”的
北影节。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电影
产业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伴随着全
国影院相继复工复产，北京国际电影
节回归，与观众重逢。按照常态化疫
情防控和融合创新发展要求，本届北
京国际电影节以“梦圆·奋进”为主题，
突出“云上北影节”特色，采取线上线
下联动的形式，在22日至29日为期8
天的“北影节时间”里，将举行北京展
映、电影大师班等系列活动。

导演张艺谋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启
动式上说：“疫情还没有结束，生活不
易，创作更加不易。虽然电影不是生
活的全部，但电影是一面反映生活的
镜子。有更多中国故事需要我们继续
讲述给世界。我们需要继续努力，通
过我们的工作，给每一个人带去一些
新的故事，带去一些感动和力量。”

吴京也来到启动式。他说，疫
情期间，中国电影人没闲着，有的在
打磨剧本，有的在策划新项目，还有
的在积极充电。复工之后，电影人
将如同攀登者一样，推动中国电影
不断进步。

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演员陈道
明对影视行业的未来充满信心。他
说，都说现在是影视寒冬，影视行业面
临创作和经营上的很大挑战。“但中国
电影有很多好的导演、编剧、从业者，
更重要的是有很多期待电影的观众。
所以我相信电影的春天一定会来。”

据介绍，第十届北影节启动式于
22日晚在北京卫视、CCTV-6电影频
道、爱奇艺播出。

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
将举行北京展映、电影大师
班等系列活动

引发关于新时代女性个人成长、职业发展、情感追求、价值实现等话题讨论

“她”题材何以在荧屏“乘风破浪”？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硕克杯”2020年海南省青少
年足球锦标赛女子乙组（13岁至15
岁）的比赛近日在省足协裕东基地
结束，海口市代表队在决赛中6:1
大胜琼中足协队，夺得冠军。这是
琼中女足成立以来第一次在省级比
赛中铩羽而归。海南省校园足球协
会会长肖水平认为，琼中女足的失
利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海南女足有了
百花齐放的味道，琼中女足不再一
枝独秀。

海口市队大胜琼中女足夺冠
这项比赛共有海口代表队、儋

州体校队、海口灵山中学队和琼中
足协队等4支球队参加，采用单循
环赛制。前两轮琼中足协队和海口
队两战全胜，琼中足协净胜球占优，
只要在第三轮比赛中琼中足协队战
平海口队就能夺冠。海口队教练郑
学冠说，在与琼中女足的比赛中，海
口队胜在遏制住了对手的得分手，
在进攻方面，海口队利用速度攻击
对手前场“肋部”，屡试不爽。

在13岁至15岁年龄段的较量
中，琼中女足队这场比赛输在了技
战术略逊一筹。其实，如果以琼中
女足为标杆，这两年，海南其他市
县的校园女足和青训女足已和琼
中女足差距缩小。除了琼中开展
校园女足10年外，海南其他市县
像海口、三亚、儋州等地满打满算3
年多。这次夺冠的海口市女足代
表队以海南中学韦海英足球俱乐
部为班底组建，2020年是该俱乐
部成立的第4年，目前共有50名初
中和高中的女足球员接受训练，去
年，该俱乐部走进屯昌，和屯昌向
阳小学共建校园女足。韦海英说，
每周末，她都会派教练员到向阳小
学训练30多名小女足球员。在海
口，海口四中、景山学校、灵山中
学、秀峰学校、白沙门小学、美兰实
验小学等多所中小学校开展女足
业余训练。去年，省足协和海口美
兰实验小学队共建女足队，多名二
年级、三年级的女孩开始踢球，经
过一年多的训练，她们的技术初具
模样。海口市旅文局和海口市体
校也比较重视女足运动的开展。

儋州体校女足队参加了本次
比赛，虽然成绩平平，但儋州女足
的发展潜力不容小视。儋州3年
前开始发展校园女足，目前有100
多名13岁至15岁的初中生接受业
余训练。儋州体校队去年参加全
国体校杯女足赛表现不错，其中，
队中的5号中后卫金妃速度快、防
守到位、盯人凶狠，被湖北女足队
相中。儋州体校队的教练崔潇多
年前曾加盟陕西国力队参加过甲
B联赛，是一名职业球员，他在儋
州开展青训足球快3年了。他说，
儋州女孩子身体素质好，非常适合
踢足球，不怕吃苦。无论是高温天
还是在暴雨天踢球，儋州小女足队
员没有一个人退缩。

每年举办3项省级大赛
海南省校园足球夏令营近日举

行，初中组和小学组共有省内450
名运动员参加，其中女足球员有
134人，超过了三分之一。前女足
国脚韦海英是本次夏令营的教练员
之一，她欣喜地说，海南踢足球的小
姑娘越来越多，从以往只有琼中一

个市县开展女足，到现在海口、三
亚、琼海、屯昌、万宁、文昌、儋州、洋
浦、白沙等市县“百花齐放”。更让
她开心的是，在本次夏令营小学组
的选拔中，涌现出了不少技术、速度
和身体素质俱佳的小“铿锵玫瑰”。

“看得出，这些小姑娘是发自内心的
喜欢足球，她们也是海南女足的希
望。”韦海英说。

这几年，省教育厅、省旅文厅和
省足协加大了对海南青少年女足的
重视程度，先后举办了多次省级女足
比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省足协这
两年专门为省内10岁、12岁年龄段
的女足球员们举办了“硕克杯”省青
少年女足锦标赛U10和U12组的比
赛。“海南省每年有3项省级青少年
女足大赛，分别是省中学生校园女
足锦标赛、‘硕克杯’U系列女足赛和
省青少年女足锦标赛（甲组和乙组），
在海南这样一个女足运动并不发达
的地区，能举办三项省级大赛，在国
内也不多见。”韦海英说。

海南小学生、中学生女足发展
步入正轨，大学生女足也迎头赶
上。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海
南职业经贸技术学院今年将成立
女足校队，参加全国大学生女足联
赛。肖水平说：“一花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来到，希望琼中女足的
竞争对手越来越多，海南女足的春
天来了。”

（本报海口8月22日讯）

省内多个市县开展女足运动，踢球的女孩多了，水平高了

海南青少年女足“春天来了”

柯洁半目胜朴廷桓

中国队第八次称雄农心杯
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第21届农心辛拉

面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决赛阶段22日上演决
定冠军归属的终极对决，中韩两队主将经过一番
龙争虎斗，最终柯洁以半目的微弱优势击败朴廷
桓，助中国队第八次捧起冠军奖杯。

本届赛事进入决赛阶段时，中国队尚有芈昱
廷、范廷钰、谢尔豪、柯洁四位世界冠军坐镇，而韩
国和日本均仅剩一人。作为韩国主将，朴廷桓出
人意料地连续击败日本主将井山裕太，以及中国
队的芈昱廷、范廷钰、谢尔豪，逼出中国主将柯洁
出阵，一局定冠军。

柯洁此前和朴廷桓的交手战绩为12胜 13
负，双方实力在伯仲之间。当天柯洁猜先后拿到
喜欢的白棋，布局阶段两人落子如飞，首次对抗后
柯洁实地占优，而朴廷桓则是筑起外势。双方你
来我往，局势开始向白棋有利的方向发展。

朴廷桓考虑再三后，选择在中腹分断白棋发
动强攻，不过被柯洁惊险化解。之后左上的劫争
成为胜负关键，黑285找劫的失误被白棋抓住，柯
洁消劫后奠定胜局，至334手白棋以半目胜出。

成功卫冕后，中国队近8届农心杯已捧得7
冠。个人成绩方面，中国队此次最亮眼的是杨鼎
新，他创造了七连胜的佳绩，追平农心杯史上的连
胜纪录。

成败卢卡库？

塞维利亚六夺欧联杯
新华社伦敦8月21日电 为国际米兰打入全

场第一球的卢卡库也帮对手碰进了全场致胜一
球。塞维利亚21日凭借比利时射手的乌龙大礼
最终3：2胜出，在德国科隆捧起队史第六个欧罗
巴联赛冠军奖杯。

比赛刚一开始，突入禁区的卢卡库被塞维利
亚后卫卡洛斯放倒，卢卡库亲自主罚点球命中，国
米在第五分钟即取得领先。然而，塞维利亚第12
分钟凭借吕克·德容的鱼跃冲顶扳平比分。

第33分钟，为塞维利亚打入扳平球的荷兰人
接队友开出的前场任意球再次头球破门。不过，
国米紧接着同样利用前场任意球还以颜色，戈丁
头球再次将双方拉回同一起跑线上。

卢卡库曾错失单刀机会，而更大的惩罚随后
才到。第74分钟，上半场犯规送点的卡洛斯禁区
内倒钩打门，皮球被卢卡库碰入自家大门。最终，
塞维利亚3：2力克国米加冕。

男排超级联赛
山东队胜福建队

8月22日，在中国男子排球超级联赛第一
阶段D组比赛中，山东体彩队以3:0战胜福建师
范大学队。图为山东体彩队王径一（左）在比赛
中扣球。 新华社发

⬅ 海口市女足代表队庆祝
夺得省青少年女足U13锦标赛
冠军。 （组委会供图）

■ 新华社记者 史竞男

“她”题材近来成为荧屏焦点。
《二十不惑》《三十而已》两部当代女
性题材剧日前在网台同步播出，不仅
掀起收视热潮，也引发了关于新时代
女性个人成长、职业发展、情感追求、
价值实现等话题的讨论。

女性题材剧为何能在荧屏上“乘
风破浪”备受关注？拒绝伪现实主义

“悬浮剧”，应如何提升现实题材剧作
质量水平？近日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电视剧司、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研评
会上，专家认为，创作者应把握时代脉
搏，关注社会现实，用文艺作品传递正
确价值观和积极正能量。

《二十不惑》聚焦95后大学生群
体，通过多元视角展现青年一代在实
现梦想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压力与挑
战，经历的成长与蜕变。《三十而已》
取材现实生活，讲述都市女性在工
作、生活、情感等方面的经历与困境，
展现新时代女性的多样选择。

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副司长杨铮

指出，女性题材是各类文艺作品不断
探讨的主要题材和内容之一，在不同
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承载和表达。希望
今后创作者拓宽女性题材创作的历史
视野，把准时代脉搏，用新理念提升创
作水准，带来更多新的思考，不断推进
新时代女性题材电视剧创新发展。

“‘不惑’和‘而已’是我们想表达
的态度，希望通过作品呈现出生活的
多样性和可能性，让观众通过思考、共
情，获得精神滋养和心灵力量。”柠萌
影业执行副总裁、总制片人徐晓鸥透
露，两部剧作为现实题材原创作品，先
后打磨三年多时间，力求细腻真实表
达，探索女性题材剧的新方向。谈到
未来创作，她表示“要努力创作出更多
记录时代、影响社会、抚慰人心的作
品，向大众传递向上向善的正能量。”

80后编剧张英姬坦言，《三十而已》
的创作冲动来自迈过30岁门槛时的真
实体会。“在故事里，三个女主角最终都
有‘轻舟过重山’的轻松感，但我没想落点
在故事的圆满，还是想写出人生的开阔
感。”在她看来，能不能找到有时代感、有

真实温度的女性形象是题材突围的关键。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

戴清认为，两部剧围绕社会话题展开
讨论，对女性的家庭生活、职场历练等
都有生动丰富的呈现，女性意识表达
强烈深入、发人深省，也为观众提出了

有价值的人生思考题。
“《三十而已》写出了现代都市生

活在物质和精神层面上给女性带来
的压力和动力”，中国广播电影电视
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李京盛认为，
通过捕捉社会话题提炼作品主题，再

把社会话题变成故事、情节、人物来
完成作品的主题表达，提升了话题剧
在主题开掘上的层次，为现实题材创
作回应社会关切提供了一种新的角
度和表达方式。

（据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三十而已》和《二十不惑》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