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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口洪利贸易公司遗失公司公章；
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号：
460100100417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海垦工程机械服务公司遗失
公司公章；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
册号 ：4600001005396，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海南德正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遗
失发票代码为 4600171320 的增
值税普通发票16张，发票号码：
00150275至00150290，现声明作废。
●海口金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不
慎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注 册 号 ：
4601002098084，声明作废。
●海口鲜味园饮食服务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注册号：企合
琼海总字第002054号，声明作废。
●海南恒星医药科技咨询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注册号：
4600002012218，声明作废。
●海口坤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不
慎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注 册 号 ：
4601002005192，声明作废。
●海南农泰实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注 册 号 ：
4600002007370，声明作废。
● 邢云杰不慎遗失发放日期
2019.5.8 黄流乡字第 201900038
号,特此声明。
●海口绿地鸿翔置业有限公司遗
失预告证，证号：琼（2018）海口市
不动产证明第0042904号，声明作
废。
●杜秀文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号：
469003101202050044J，声明作废。

●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
南分公司不慎丢失交强险保单业
务留存联，流水号:2000326545现
登报作废，特此声明。
●文昌文城源源食味馆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051779527，声明作废。
●琼海市塔洋镇人民政府不慎遗
失海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票
据号码：0515519881、0515519910、
0515519929，特此声明作废。
●五指山宏图测绘队因保管不善，
不慎损坏发票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文昌文城好乐家便利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的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90050033253，现声明作废。
●屯昌明大电器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海南省海口市资金往来（暂收、
暂 付）专 用 凭 证 ，凭 证 号:
No00000066号，服务保证金，金
额2万元整，现声明作废。
●屯昌屯城旺旺茶荘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戴荣翠不慎遗失海南雅居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房款收
据，收据编号：雅海 0106747，金
额：200,000 元；收据编号：雅海
0107736，金额：2,000,000 元。
声明作废。
●蒋佳梅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460007198909210023，特此声明。
●吴琼花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27198302248223，特此声
明。
●赵立新遗失海南省澄迈县老城
经济开发区北一环路南侧，后海温
泉小镇D栋-1221房的房款收据，
收据编号0028458，金额42905.00
元，声明作废。
●儋州市木棠镇道南村委会老坊
村民小组不慎遗失儋州市木棠农
村信用合作社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14950601，现特此声明。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注销海口国用(90)第字01358
号土地证和补发不动产权证的
通告 海资规[2020]10900号
占美仙向我局申请补办位于海口
市龙舌坡 38 号，使用权面积为
159.01平方米的海口国用(90)第
字 0135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经调查，上述《国有土地使用证》
已登报挂失，现通告注销，该证不
再具有法律效力。凡对此有异议
者，请自本通告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
分局提出书面申述。逾期无异
议，我局将依法给占美仙补发上
述宗地的《不动产权证》。(李先
生，65361223）

2020年8月19日

认婴公告
男婴，姓名不详，
出生约 1 天，于
2018年7月23日
在海口市美兰区
滨江海岸河堤被

捡拾。婴(儿)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请于公告之日起 60天内持有效
证件前来认领,逾期将被依法安
置。联系电话：66270809 海口
市民政局 2020年8月24日

补发不动产权证书公告
王族名下位于澄迈县金江镇椰岛
大道1号椰岛小城（一期）4#住宅
楼1单元701房，不动产权证号：
琼（2018) 澄 迈 县 不 动 产 权 第
0037535号，因不慎遗失，根据权
利人申请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现
将该不动产权证书公告作废，如有
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十五
个工作日内以书面材料向我中心
提出申请，公告期满无异议的或异
议不成立的，我中心将补发新《不
动产权证书》。特此公告。澄迈县不
动产登记中心 2020年8月24日

不动产权证书作废公告
编号:2020082001

因我机构无法收回下列不动产权
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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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权证书号:临国
用(05)第061号，权利人姓名:林兴
生，不动产坐落地址:临高县和舍
镇和舍墟永新街。

临高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0年8月21日

拍卖公告
伊春市伊春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接
受委托，依法对位于海南省三亚市
迎宾路59号花梨翠园701室，参
考面积118.61m2房产进行公开拍
卖。拍品从即日起开始展样，并办
理竞买登记手续，详情请到本公司
咨询。拍卖会日期：2020年9月1
日9时。拍卖会方式：现场拍卖。拍
卖会地点：伊春市伊春拍卖有限责
任公司。联系电话：0458-3607566。

伊春市伊春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我局正受理文德龙持有的《国有土

地使用证》 [证号：东方国用

（2002/八所）字第082号]补档地

籍调查事宜。该宗地位于八所镇

珠江北大街西侧，土地面积为264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经

实地调查，该宗地四至为：东至张

畅，南至吉英进，西至文灵，北至五

米路。凡对该宗地权属有异议者，

请将书面材料及有效证明材料自

通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送至我局

自然资源调查确权岗，逾期未提出

异议，我局将按规定为该宗地出具

宗地图。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 2020年8月24日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我局正受理文香兰持有的《国有土

地使用证》[证号：东方国用（2004）

第552号]补档地籍调查事宜。该

宗地位于八所镇琼西路西侧，土地

面积为550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

宅用地。经实地调查，该宗地四至

为：东至琼西社区居民委员会，南

至杨裕祥，西至许兰月、五米路，北

至陶金海。凡对该宗地权属有异

议者，请将书面材料及有效证明材

料自通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送至

我局自然资源确权岗，逾期未提出

异议，我局将按规定为该宗地出具

宗地图。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 2020年8月24日

●刘艳玲遗失座落于海口市龙华
区苍峄路26号电力明园小区3幢
802 房 购 房 合 同 ，合 同 编 号 ：
20090533，声明作废。
●陈亮亮不慎遗失五指山翡翠花
园怡政苑7栋1103房收据叁张号
码为：0011102、0001347、0001695，
声明作废。
●林振睿不慎遗失身份证，证号：
445121199607165915，声明作废。
●冯业文在2020年8月18日不慎
遗失居民身份证，身份证号：
46000619890205341X，特此声明。
●海南润德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9007MA5T4K7895)于 2019
年05月14日遗失公章一枚。
●海南鸿开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省河南商会不慎遗失海南
省社会团体会员费专用收据，编
号：7866810（第二联收据联），声
明作废。
●李志成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码：460003198205012410，特此
声明。
●赵连山遗失销售不动产统一发
票（自开）发票联，发票代码：
246001490619，发 票 号 码 ：
00042158，声明作废。
●本人云文江不慎遗失海口外滩
城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款专
用收据1张，编号：NO3021185，金
额￥88200元，声明作废。
●澄迈县瑞溪镇第二社区居民委
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遗失人民调
解委员会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文甲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0108MA5TL-
HC691)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
人私章（李文甲)、发票专用章各一
枚，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土地通告

拍卖公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注销土地证和补
发不动产权证的通告

海资规[2020]9034号
深水村民小组向我局申请办理土
地证遗失补发业务，该宗地位于琼
山区甲子镇青云村委会，面积为
63034.3m2。经调查，该村民小组持
有的海口市集有(2006)第001044
号《集体土地所有证》已登报挂失，
现我局通告注销该证，上述土地证
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凡对此有异议
者，请自通告之日起十五天内向我
局琼山分局提出书面申诉，逾期无
异议，我局将依法补发上述宗地的
《不动产权证》。特此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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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广场 扫码查阅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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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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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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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

广告·热线：66810888

关注海南
足球青训 3

省大众跆拳道锦标赛开赛
本报三亚8月24日电（记者梁君穷）2020年

海南省第十届大众跆拳道锦标赛近日在三亚开
赛。设有品势、竞技、跆拳操三项竞赛项目，共吸
引全省20支队伍600余人参加。

本届比赛涵盖了多个年龄段的参与者，最大
年龄57岁，最小年龄4岁。比赛场上，各队参赛
选手使出浑身解数，尽展高超的脚法，漂亮的回
旋踢、横踢、侧踢，灵活的走位与精湛的技术完
美融合，竞争激烈，为网络上的观众带来了精彩
的运动盛宴。

主办方负责人说，本次参赛运动员的竞技水
平较之往年有了很大的提升，这得益于各参赛代
表队科学安全的训练方式和教育理念。

因疫情原因，本次大赛没有设置观众席，而
是通过网络直播向观赛者们展现了这一赛事盛
宴，但不论是参赛者还是观赛者，都全情投入到
了赛事中。

海口举行汉服文化活动
本报海口8月24日讯（记者王黎刚）8月23

日，在海口五公祠内，一场古色古香的2020年海
口琼山区“国学传承，我型我秀”——汉服文化活
动正在举行，不少身着各色汉服的家长和孩子，正
认真学习着关于汉服相关的文化和知识。

上午9点，家长们就带着孩子陆续抵达五公
祠主楼“海南第一楼”，在那里，主办方早已准备
了各种形制的汉服等待家长和孩子们的挑选。
梳妆，穿衣……很快，一个个现代感十足的形象
摇身一变成为了古风古韵的“画中人”，欢声笑
语回荡其间。

当天活动内容包括汉服文化服装体验、汉服
文化知识传承介绍、礼仪尚书传授汉礼立容和坐
容、古筝演奏、汉服走秀，同时现场还准备了插画
制作、小小汉服手工制作等亲子趣味手工吸引游
客一同参与。

据海口市琼山区旅文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
活动旨在推动中华传统文化传播，促进更多汉服
爱好者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了解。

新华社里斯本8月23日电（陈
柏乔）拜仁慕尼黑队23日晚在里斯
本击败巴黎圣日耳曼队，以创纪录的
11战全胜的战绩夺得队史上的第6

座欧冠冠军奖杯。在决赛中攻
入制胜球的金斯利·科曼赛

后称球队夺冠是“非凡的

荣耀”，也对曾效力多年的“大巴黎”
表示惋惜。

24岁的科曼表示，这是一场精
彩的决赛，拜仁在比赛中一直在向
对手施压。这位法国边锋在8岁时
就加盟了巴黎圣日耳曼青训营，并
在16岁8个月时完成一线队首秀。

被评为决赛最佳球员的科曼还提
到：“巴黎在决赛中的表现很精彩，
值得我们尊重。”

拜仁主帅弗利克本赛季率队获
得“三冠王”。55岁的德国人对媒
体表示：“这是一场彻底的团队胜
利。”同时他也对球队在防守端的态

度极为满意，“莱万在第92分钟还
在积极拼抢”。

拜仁队长诺伊尔本场在巴黎众
将的进攻浪潮中力保球门不失。34
岁的德国“门神”称球队理应获得胜
利，还在赛后剪下了里斯本光明球场
的球网准备留作纪念。

拜仁第6次捧起欧冠奖杯
夺冠功臣科曼：为旧主巴黎感到难过

新华社里斯本8月23日电（陈
柏乔）巴黎圣日尔曼队23日在里斯
本的欧冠决赛中不敌拜仁，无缘队史
首座欧冠冠军奖杯。俱乐部主席纳
赛尔·阿尔赫莱菲赛后表示，他依然
为球员们感到骄傲，并希望所有人都
能够昂首离开赛场。

纳赛尔谈到，球队本有希望取得
两到三粒进球，距离冠军仅有一步之
遥，但“这就是足球，我们今天面对的
是强大的拜仁，祝贺他们夺得欧冠”。

这位卡塔尔人还表示，球队会在未来
继续向欧冠冠军奖杯发起冲击。

“大巴黎”主帅图赫尔在和德国
同胞弗利克的较量中败下阵来，赛后
他颇为不甘地表示，球队曾有机会取
得进球，但遗憾没能实现，巴黎若能
率先进球，也有机会以1：0取得胜利。

队长蒂亚戈·席尔瓦则表示：“这
是我代表巴黎的最后一场比赛。我
很难过。我想对球迷们说声抱歉，同
时也感谢他们的支持和喜爱。”

距离冠军仅有一步之遥
“大巴黎”主席：我们可昂首离开

关注欧冠决赛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2020年“硕克杯”海南省青少年
足球锦标赛正在海口如火如荼地进
行，远在西班牙北部城市毕尔巴鄂的
青训教练安东尼，时不时在微信朋友
圈关注他的弟子的比赛。今年40岁
的西班牙人安东尼为海南足球青训
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请外教，编写海南足球
青训大纲

2016年7月，西班牙人安东尼走
马上任海南省足协中海俱乐部梯队教
练，当时，34岁的西班牙人成为海南
足球史上首名外籍教练。

毕尔巴鄂俱乐部的青训闻名西班
牙，该队善于挖掘本土青年才俊。省足

协主席吕建海说，当时，我们下决心请
安东尼来，希望他能为海南青训足球搭
建起训练框架和训练大纲，事实证明这
步棋下对了。安东尼在随后几年为我
省编写了青少年足球训练大纲（3岁至
18岁），分为始发阶段、初始阶段、发展
阶段、进阶阶段和表演阶段。在国内省
市足协中，专门编写青少年足球训练大
纲，海南省足协“啖头煲汤”。这个大纲
专为海南足球青少年身体发育的情况
量身订做，先后入选国少集训队的吴一
凡、刘志丹、陈长宏等球员就是按照这
个大纲训练。目前，省足协500多名6
岁至16岁的球员都在按照这个大纲的
要求循序渐进地训练。

在海南呆了一段时间后，安东尼
喜欢上了海南的青训足球氛围。他把
好朋友、守门员教练路易斯推荐给省
足协。海南足球青训原本起步很晚，
青少年守门员更是没有接受过专业训
练。路易斯的加盟让海南青少年足球
门将受益匪浅。他把中海俱乐部近
20名门将组织起来，从最基础的技术
练起，每周进行6次强化训练，风雨无

阻。经过一两年的“打磨”，海南青少
年门将的技术动作有了一些“西班牙
门将的模样”。去年，中海U14队能力
挫国内多支同龄劲旅，夺得全国“菁英
杯”U14组冠军，守门员表现出色，这
和路易斯的调教密不可分。

去年，合同期满的安东尼离开了
海南后，又回到了毕尔巴鄂竞技队任
青训教练。由于他在海南干得出色，
回到毕尔巴鄂队后身价涨了，不但薪
水提高了，职位也升了。

多名国内高水平青训
教练加盟

海南青训足球这两年能取得突
破，和一批有事业心、高水平的国内
教练的加盟也有很大关系。

在海南省足协中海梯队教练团
队中，广东籍教练人数不少。吕建海
认为，海南和广东青少年球员的身体
条件相仿，聘请有经验的广东教练有
助于海南足球苗子打好基本功。目
前担任国家男子少年足球队（U16）

助理教练的李志海担任中海俱乐部
的教练，在国少队空闲时，李志海飞
赴海口训练中海队。前中国香港队
球员梁子成和富力足球守门员教练
梁国辉也加盟中海俱乐部教练团
队。在中海队30名教练员中，年过
70的广州人冯嘉年年龄最大。冯嘉
年担任中海俱乐部顾问，冯老30年
来一直在广州担任足球青训教练，为
广州培养和挖掘了不少足球人才，其
中最有名的就是前国脚、现效力中超
富力队的陈志钊。冯老说，海南孩子
极具足球天赋和足球热情，只是以往
没有接受正规训练，他愿意把自己最
后一些“足球余热”洒在海南。

今年62岁的何志基是南粤足球名
宿，是上世纪广东省队球员，和古广明、
容志行是队友。执教中海队一年多，何
志基深深喜欢上了海南的足球少年。
他说，海南小球员训练能吃苦，在高温
或暴雨等恶劣天气下训练没人放弃，只
要坚持练下去，下狠心苦练基本功，海
南足球能有“出头的那一天”。

（本报海口8月24日讯）

量身定制训练方案 出台足球青训大纲

国内外名教“扎根”海南青训足球

魅力黎苗·激情狂欢

槟榔谷七夕嬉水节启幕
本报保城8月24日电 （记者梁君穷 通讯

员潘达强）8月 23日上午，“魅力黎苗·激情狂
欢”第四届槟榔谷七夕嬉水节在海南槟榔谷黎苗
文化旅游区三月三广场举行。今年的活动以“嬉
水狂欢”为主线，将传统文化与卡通元素融合，不
仅为青年男女搭建“七夕相会”的唯美场景，也营
造了小朋友喜欢的童真乐园氛围。活动将持续
至8月25日。

23日上午9时，演员们踏着欢快的旋律，从游
客周围奔向三月三广场，开场舞蹈《浪漫七夕》拉
开活动序幕。嬉水狂欢开始，水车喷出巨大的水
幕，在阳光的映衬下呈现出绚丽的彩虹。同时，田
野卡丁车载着十二生肖卡通吉祥物来到小朋友身
边，广场中央的“泡泡池”还为亲子家庭带来“泡泡
大作战”，共享七夕嬉水大狂欢。

槟榔谷景区负责人表示，七夕嬉水活动是槟
榔谷景区着力打造的节庆品牌，槟榔谷已将这一
活动办出本土文化特色，成为景区向中外游客展
示黎族苗族文化的靓丽名片。

8月 24日，在河北省秦皇岛进
行的 2019-2020 赛季中国男子排
球超级联赛第二阶段G组比赛中，
天津食品集团队以3比0战胜辽宁
队。

图为辽宁队球员崔力方（左上）
在比赛中扣球。 新华社发

男排超级联赛
天津胜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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