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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男高音歌唱家陈咏峰声乐讲座在儋州开讲，本次讲座吸引了来自海口、儋州、
三亚、澄迈、东方等市县约200多名文艺工作者参加。

陈咏峰是原火箭军文工团独唱演员、著名男高音歌唱家，中国民族男高音声乐艺术研究会
会长，1999年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2007年第六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全国声乐民族唱
法金奖获得者。2018年，他作为文艺界领军人才被引进儋州市。图为陈咏峰与参加讲座的青
年文艺工作者交流。 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影报道

陈咏峰声乐讲座儋州开讲

遗失声明
洋浦丰盛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海口

分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60100000699947，税务登记

证 正 副 本 ， 证 号 ：

460100324142048，公 章、财 务

章、合同章，声明作废。

●王国海遗失林权证，林权证编

号:B460801622157,声明作废。

●王国海遗失林权证，林权证编

号:B4600035564,声明作废。

公 告
本公司因整理合同关系、债权债务
关系需要，现向社会公告征集信
息，请与本公司现有或曾有合同关
系、债权债务关系的单位/个人与
本公司联系登记。一、债权、债务
范围：2009年7月22日-2020年
7月31日之未结清之债权、债务。
二、登记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30天工作日内(2020年8月24
日-2020年9月23日)。三、登记
地点：临高县临城镇江北东路小区
铺面66号。四、登记时提供相关
债权、债务凭据(原件及复印件)。
联系人：曾女士
联系电话：28288446
临高县基础建设发展控股有限公
司 2020年8月24日

●王秀艳遗失身份证，证号：
460022199101283228，声 明 作
废。
●张龙遗失琼昌渔20420船舶所
有权证书，证书号:琼昌江（2012）
第yD122420，特此声明。
●张龙遗失琼昌渔20421船舶所
有权证书，证书号:琼昌江（2012)
第yD122421，特此声明。
●海口市龙华区遵谭镇咸东村委
会儒洞村民小组于2020年8月22
日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王世麟不慎遗失三亚中升宏达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给大
连泛华建设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三
亚分公司的汽车销售合同一份（合
同编号：0004541）和收据一份（黄
联，收据编号：0095360，金额：
5000元整），声明作废。
●业主高程一遗失海口绿地五源
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海南绿地文
化城收据，收据编号3006231金额
为 20000 元，收据编号 3009055
金额为804000元，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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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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码查阅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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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望海豪庭项目变更方案公示启事

海南楚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的望海豪庭项目位于我市海榆
西线南侧，于2014年11月通过规划许可。现建设单位申请调整以下内
容：（一）总平面增加三处凉亭；（二）地下室布局优化，车位布置调整，总
车位数减少两个；（三）1-4#楼一层及5#、6#楼商铺平面布局微调。为
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
10个工作日（2020年8月24日至9月4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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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
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
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
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69，联系人：白雪。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8月24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08HN0122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转让琼D75621 别克牌小型轿车、琼

D75839江淮牌小型普通客车，挂牌价分别为45000元。公告期

为：2020年8月24日至2020年9月4日。对竞买人的基本要求及

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E交

易网（http://www.ejy365.com）、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

//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

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07麦先

生、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

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8月24日

宣告贷款提前到期公告
韩季蓉、黄志强、刘海英、李丕敬、叶文静、卢业益、吴玉梅、周青山、
唐昌伦、尹爱勤、邵明放、刘霞、王海、郭强、李敏：

我行与你方签订《抵押贷款合同》（名单详见附表），现贷款本金及
相应利息已逾期20天以上。依据合同约定，宣布合同项下所有贷款
本金于2020年8月6日提前到期。

限你方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7日内向我行偿还全部贷款本金余
额、利息、罚息、复利（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及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公证
费、律师费等合理费用，否则我行将通过合法途径解决。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2020年8月21日

合同号
RL20180929002145
RL20180731000325
RL20180725004891
RL20190311000026
RL20190329005089
RL20181024004626

QY101178000905711360001
QY101178000809910600001
QY101178000772390740001

客户姓名
韩季蓉

黄志强/刘海英
李丕敬/叶文静
卢业益/吴玉梅
唐昌伦/尹爱勤

周青山
邵明放/刘霞

王海
郭强/李敏

贷款本金余额（元）
1156745.77
580826.90
1105514.28
860543.80
792393.61
1191114.39
296779.3
109129.16
70533.17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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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扎实推进海口市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落实好职业技能鉴定（等级
认定）补贴发放工作，现将职业技能鉴定（等级认定）补贴申请指南通知
公告如下：

一、办理依据
1、海南省财政厅、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海南省

失业保险基金支持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琼财社规
〔2019〕7号）

2、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关于印发《海南省职业技能提升业务办
理操作规程》的通知(琼人发〔2019〕119号）

3、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海南省
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琼财社〔2019〕152号）

二、补贴对象
参加职业技能鉴定或专项能力考核取得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等符合条件人员。
三、补贴标准
按照不高于海南省职业技能鉴定收费标准据实补贴。每人每年分

别享受不超过3次，同一职业同一等级不可重复享受。
附：海南省职业技能鉴定收费标准

海南省职业技能鉴定收费标准表
执行：琼价费管〔2017〕488号 单元：元/人.次

四、受理单位
海口市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管理中心

五、办理时间
正常工作日可受理
六、办理方式
根据申请主体类别分两类：个人申请与机构申请。
1、个人申请
补贴对象自费参加鉴定或考核的，取得证书后，应提供以下材料：
（1）海南省职业技能鉴定（等级认定）补贴申请表（个人自费）；
（2）基本身份类证明复印件；
（3）鉴定考试缴费发票复印件。
相关表格可自行下载，地址如下：
http://hrss.hainan.gov.cn/hrss/zybgxz/202004/

4a68fdb854c441f6977d823445455be5.shtml
经申请、审核、公示无异议后，按规定将补贴拨付到申请人社会保

障卡账户。
2、机构申请
培训机构或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垫资组织补贴对象参加鉴定或考核

的，取得证书后，应提供以下材料：
（1）海南省职业技能鉴定（等级认定）补贴申请表（机构垫资）；
（2）海南省职业技能鉴定（等级认定）合格人员花名册；
（3）鉴定考试缴费发票复印件；
（4）成绩花名册复印件;
（5）机构申请电子版材料：公示表（电子版）和海南省职业技能鉴

定/专项考核花名册。
相关表格可自行下载，地址如下：
http://hrss.hainan.gov.cn/hrss/zybgxz/202004/

ec6481e5c51b42d199a3c3c49610f5e6.shtml
经申请、审核、公示无异议后，按规定将补贴拨付到机构账户。
七、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66764406
办理地址：海口市美兰区西沙路4号劳动大厦六楼大厅

海口市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管理中心 宣

项目级别

初级工
中级工
高级工
技师

高级技师
专项职业能力

职业技能鉴定
理论知识考试费
A类
35
35
35
35
35

120

B类
35
35
35
35
35

C类
35
35
35
35
35

操作技能考试费
A类
300
360
430
480
480

B类
230
280
350
400
400

C类
200
230
270
320
320

综合评审费

200
300

海口市职业技能鉴定（等级认定）补贴申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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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海马杯·2020海南跑团两周年PK赛在一汽海马汽车园厂区鸣枪开跑，来自海
南跑团的8支分队和特邀跑团共13个团队300多名跑者参加。最终，金牛帮队的陈江洪和八
一队的孙艳平分别获得了男女组个人冠军。团队PK赛方面，金牛帮队不负众望，拿下了团队
冠军；八一队紧随其后，获得了团队亚军。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2020海南跑团举行十公里PK赛

本报金江8月23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
讯员王家专）8月23日，省篮球裁判员晋级
培训班在澄迈县澄迈中学开班。来自全省各
市县65名篮球裁判员接受篮球裁判理论学
习和实践培训。

此次培训班邀请现役国际级篮球裁判、中
国CBA职业联赛A级裁判段铸和高级讲师、
篮球国家级裁判员王家光作为培训讲师。段

铸先后在亚青赛、亚锦赛、亚运会、世青赛、奥运
会等重大国际比赛中担任执裁任务，并曾作为
中国唯一篮球裁判员执法里约奥运会。

据了解，自2014年以来，结合省内大型
篮球赛事，我省已连续7年举办裁判员培训
班。本次培训由海南省体育赛事中心、海南
省篮球运动协会主办，海南众量体育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运营。

省篮球裁判员晋级培训班开班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2关注海南
足球青训

建基地，“体教结合”模
式赢好评

前两年，省足协在省旅文厅的大
力支持下，在海口美兰区后良村修建
了省足协青少年足球基地，基地一共
有5块标准的天然草坪球场、一块7
人制天然草坪球场、两个5人制人造
草球场和一块沙滩足球场。足球基地
的建立让海南踢足球的孩子有了“根
据地”。

足球基地还兴建了宿舍楼、食
堂，每个房间都安装了空调、淋浴设
备。和国内多所著名的足球学校学
习、训练、住宿“三集中”相比，省足
协中海俱乐部的“体教结合”训练模
式较为独特。平时，500多名球员在
各自的中小学校学习文化课，一到
周五下午，这些学生球员便从海南
岛四面八方赶到海口后良村省足协
青训基地，利用双休日封闭训练。
来自五指山海南省农垦实验中学的
中海U15B队的吉训帝，就是他们其
中的一员。吉训帝从小酷爱足球，
加盟中海俱乐部后，他每周五下午
一放学，就马不停蹄地坐长途汽车
从五指山市到海口后良村。星期天
下午，他又要乘车返回五指山。一
到五指山，他就要直奔学校上晚自

习。“每周坐 400多公里的汽车，这
样的生活我过了两年多，既紧张又
充实，我很喜欢。”吉训帝说。

李旭阁目前就读海南中学初三，
司职后卫，是中海俱乐部建队时的“元
老球员”。李旭阁父亲说，在中海俱乐
部李旭阁球技进步很快。前年，李旭
阁曾短暂地到广东一家著名足球学校
学习，效果一般，主要原因是儿子的文
化课耽误太多了。在中海俱乐部踢
球，不耽误文化课。李旭阁代表中海
队，参加了2019年全国青超联赛华南
赛区U15组的比赛。他表现较为出
色，作为球队后防线上的的核心球员，
他盯人、补位和助攻到位。李旭阁的
父亲说：“海南省足协与学校合作，学
校负责学生的文化课学习，足协负责
孩子们的训练，坚持‘做人、文化、专
业’三不误。”

在省足协中海俱乐部队众多球员
中，有很多球技高超，学习也很不错的

“学霸型”球员。去年入选国少U16
集训队的吴一凡就是其中的一个。就
读于海南中学初三的吴一凡初中三年
期间学习成绩一直不错，在出岛比赛
和集训期间，也都带着书本复习功
课。中海俱乐部还有不少小球员班担
任班级的课代表或者学习委员，他们
在踢好足球的同时，没有耽误文化课
的学习。

狠抓基本功训练，足坛
名宿容志行点赞

中海俱乐部建队之初就把抓好基
本功训练当做“重中之重”，球队训练
的宗旨是：练全面的技术，全面练技
术，在跑动中和对抗中练技术。经过
训练，先后有吴一凡、刘志丹、陈长宏、
张祖民、陈信舟、王泽炜、符洲闻、吉训
正等8名球员11次入选了U系列国
字号球队。

中国足协副主席、老国脚、足坛名
宿容志行这几年几次到中海队看望海
南小球员训练，他对省足协狠抓基本
功训练的做法大加赞赏。容志行说，

“有脚下，走天下”，国足的成绩一代不
如一代，主要原因就是球员的技术一
代不如一代。希望海南的小球员把技
术练扎实了，将来为中国足球的发展
做出贡献。

中海俱乐部队各梯队的训练严格
按照按照海南省青少年足球训练大纲
进行，10岁以下的球队以练基本功为
主，10岁以上的球队除了狠抓基本功
外，还进行技战术和对抗训练。

入选国少U15集训队的吴一凡
是土生土长的海南球员，12岁加盟中
海队后，开始了较为系统的训练。省
足协青训顾问冯嘉年说，吴一凡是典

型的南方青少年球员，身材偏瘦、个子
不高，但速度快、灵敏。这几年，吴一
凡所在的球队非常注重技术训练，在
这种氛围下吴一凡的进步很快。在
2018年全国青少年足球超级联赛中，
吴一凡所在的中海U13队曾和富力
队交锋，尽管中海队负于对手，但富力
队的教练、一名前日本国脚对中海队
评价颇高，认为中海队的队员基本功
不错，特别是前锋吴一凡的表现很出
色，他速度快、技术好，富力队需要两
名球员才能限制他的发挥。在国少集
训队，吴一凡的表现得到了西班牙籍
主教练的表扬。和国少的队友们相
比，吴一凡接受系统训练的时间最短，
能得到队员和教练的认可，和这几年
中海队狠抓技术训练分不开。

2019年上半年，海口灵山中学队
球员刘志丹入选了U16国少集训队。
2016年，海南省足球协会中海足球俱
乐部要组建12岁年龄组的球队，经过
严格的考核，当时只踢了一年足球的刘
志丹凭借速度和技术，征服了考官，进
入了海南中海U12队。加盟中海U12
队后，在西班牙人安东尼等专业教练
的指导下，刘志丹的进步较快，并多次
参加了省内外的比赛。其中，刘志丹
获得了由中国足协举办的2017年“我
爱足球”全国争霸赛总决赛亚军，并赢
得了最佳阵容奖。今年16岁的刘志
丹身高近1.8米，是中海U15队中身
高最高的球员之一。经过在中海队近
4年的打磨，刘志丹技术全面、速度快，
能胜任中前场多个位置。

2019年，海南中海U14队获得了
全国“菁英杯”冠军，这也是海南建省
办经济特区31年以来，获得的第一个
青少年男子足球赛的全国冠军。吕建
海说，夺冠固然欣喜，但更让我们高兴
的是省足协为梯队制定“狠抓基本功”
的路子证明没错。

从2018年开始，省足协中海U13
和U14队参加全国青少年足球超级联
赛（华南赛区）的比赛，比赛采用主客
场制。海南队的表现不错，在和广东、
广西、福建省青训球队的较量中，踢出
了“小快灵”的技战术风格，像张祖民、
吴一凡、刘志丹等球员就是在这项比
赛中崭露头脚，得到了中国足协青训
部的认可。 (本报海口8月23日讯)

海南青训足球“体教结合”独树一帜——

是足坛小球星，也是校园好学生

最近几天，海南中招开
始，中海U15组的球员大都
考上了海南中学、海南华侨
中学、海口一中、海口四中等
学校。省足协主席吕建海欣
慰地说：“我们组织孩子们踢
球，不光是提高他们的足球
技术，更希望他们能强身健
体，学好文化课，长大后为建
设国家出力。”

海南中学初三学生吴一凡（左二）去年入选了国少U15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