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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经海口海事法院电脑随机选定并委托，由我公司对下列财产
进行公开拍卖：位于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东高岭与长水岭的14
宗共6594.9亩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 [证号：陵国用（陵）字第
9209、9210、9211、9212、9213、9215、9216、9217、9218、9219、
9220、9221、9230、9231 号]；土地用途：林业用地；终止日期:
2050年3月26日。参考价:人民币88958606元，竞买保证金:人
民币1000万元。现将第一次拍卖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20年9月22日上午10时。2、拍卖地点：海南
省政府会展楼二楼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3、标的展
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0年9月21日17
时止。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2020年9月21日16时前(以款到
账时间为准) 。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户名：海口海事法

院；开户行：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甸支行；账号：
1010854290001390。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20)琼72执恢22
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纳)。7、特别说明：土地按
现状、整体、净价拍卖，土地性质为林业用地，买受人承担过户所产
生的所有税费。法院不负责本次拍卖过户的风险，买受人应按照
相关法律规定使用土地，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用途，关于土地使用限
制（如：是否为公益林地）等情况请自行向有关部门了解核实。

拍卖机构名称:海南中亚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贸路49号中衡大厦17层
联系电话：0898-68523808、13307551678
法院联系电话：0898-66118205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118151、0898-25510387

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林业用地土地使用权拍卖公告
(2020)琼72技拍委15号

遗失声明
因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海口市排水收费所开
具的《海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
书》共22份，编码：042262658至
042262679，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自贸区兴顺聚源商贸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财务章、法人章；食品
流通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05187475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三亚吉阳球记早餐店遗失食品经
营 许 可 证 正 、副 本 ，编 号:
JY24602001982907，声明作废。

●海南庆可商务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410040985901,声明作废。

●黄英杰遗失二级建造师注册证

书,证书编号：1506173, 特此声

明。

●乐东黄流满园春信息咨询服务

部遗失公章和发票专用章，声明作

废。

●黄国昕不慎将消防员证丢失，消

防员证号：应急消字第21713271

号，声明作废。

●薛金丽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号

码：460002199007294929，特此

声明。

●东方市新港鑫宝厨柜店遗失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23109301，现特此声明作

废。

●澄迈县华金公司因财务章，法人

印鉴严重破损，现需需更换一枚新

财务章及法人印鉴，现特此声明。

●林段君遗失海口万达骏豪仕家

6-021车位收据，编号0019824、

金额10000元，编号0020443、金

额30000元，特此声明。

●东方市招商办公室遗失银行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Z6410000575601，声明作废。

●东方市贝乐睿幼儿园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琼海市大路镇总工会遗失《工会

法人资格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81469002562423291D，工会

法人：刘文柯，声明作废。

公司更名公告
自2020年8月11日起，“海南农垦

金环物资实业总公司”更名为“海

南农垦金环物资实业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海南农垦金环物资实业有限公司

2020年9月3日

公司更名公告
自2020年8月11日起，“海南省农

垦第二物资供销公司”更名为“海

南省农垦第二物资供销有限公

司”。特此公告。

海南省农垦第二物资供销有限公

司 2020年9月3日

●李华委于 2020 年 8 月 28 日

8:00 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 9:00

遗失身份证一张，身份证号：

412721198604054654，特 此 声

明。

●易娟遗失坐落于海南省陵水县

椰林镇滨河南路10号海韵·陵河

假日住宅二期13号2405房房产

证，证号：琼（2018）陵水县不动产

权第0006169号，声明作废。

●洋浦经济开发区新干冲区办事

处东临居委会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一张，账号:783916799828091

001，核 准 号:J6410003959404，

声明作废。

● 吴 树 达 遗 失 车 牌 号 为 琼

C2A299车的经营许可证一本，证

号:4609003008208，声明作废。

●白沙牙叉妈妈宝贝母婴用品超

市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经营许可副本，许可证编号:

SJ46902500000476，现 声 明 作

废。

●卢焕成、卢功遗失座落于旧州墟

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琼山国

用（旧州）字第0232号，声明作废。

●陈恩聪遗失座落于琼山县府城

镇城东管区桂林上队三排塘的房

产证，证号：002372，声明作废。

●陈恩聪遗失座落于府城镇城东

管区桂林上队三排塘的国有土地

使用证，证号：琼山国用（府城）字

第03406号，声明作废。

●海口美兰符梅饮品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01081836177，声明作废。

发电机组调试的催告函
致：张四妹
根据贵我双方签订的用于海口欢
笑产权式酒店的《柴油发电机组购
销合同》规定，我方于2018年 12
月27日将发电机组安装完毕，已
完全具备调试验收条件。但贵方
以各种理由拖延调试验收。贵方
曾承诺在2019年8月31日前组织
调试验收也没有兑现。为了维护
我司的正当权利。现我方再次催
告贵方：请贵方收到该函（或见报）
后三十天内组织调试验收，逾期不
组织调试则视为机组调试验收合
格。 特此函告。
海南渝生机械电子科技工程有限
公司 2020年9月3日

海南鑫一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00910期）

受海口海关委托，我司在京东网络
拍卖平台在线公开拍卖：一批煤
（约900吨），竞买保证金：5万元。
拍卖时间：2020年9月10日10时
至2020年9月11日10时止（延时
的除外）。标的为海关依法罚没的
涉案财物，按现状整体净价拍卖。
有意向竞买人请登录（http://
auction.jd.com/haiguan.html）按
相关规定办理竞买手续。
展示时间：2020 年 9 月 7 日至 8
日；展示地点：马村新兴港码头堆
场；电话：0898-66776139；地址：
海甸岛四东路颐和花园 8- 1-
501；海 关 监 督 电 话 ：0898-
68516392。

减少注册资本公告
屯昌昌繁农牧发展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26MA5T3CH34F），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
伍佰万元减少至人民币贰佰伍拾
万元，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45
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
相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三亚伟成装饰有限公司（9146020
0MA5T81471W）股东会决议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
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8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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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行斌18808921312

注销公告
环宇中国东盟法律合作中心（代
码：521000007178318133）经理
事会决议，拟向民政部申请注销登
记，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登报45
天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债务，特此
公告。

环宇中国东盟法律合作中心
2020年9月1日

注销公告
三亚诚建建筑配套工程有限公司
拟向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45
天内来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遗失声明
兹有我校出资成立如下企业:1.海

口海师宾馆；2. 海南宏昶实业公

司；3.海南狮达科工贸实业发展公

司；4.海南师院东沃选钛厂；5.海

南新思路会议策划服务有限公司；

6.海南教育期刊社；7.海南寿南山

医药商场；8. 海南师范学院招待

所；9.海南师范学院卫生纸厂，因

保管不善造成以上企业公章遗失，

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师范大学

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遗失声明
兹有我校出资成立如下企业:1.海

南师范学院卫生纸品厂；2.海南风

华旅游公司；3.海南师范学院青少

年发展训练中心；4.海南琼山海师

生物养殖场；5.海南海狮经济技术

开发公司；6. 海南富师财会服务

部；7.海南师范学院科技开发实业

公司；8.海南威远宏昶生物药业有

限公司；9.北京宏昶行经贸有限公

司，因保管不善造成以上企业公章

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师范大学

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张勇遗失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

作资格证，类别：建筑架子工（初

级），证号：琼A022015000036，声

明作废。

●昌江黎族自治县综合行政执法

局工会委员会遗失开户许可证，核

准 号:J6410027403502，编 号:

641000532268,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土地通告 拍卖公告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我局正受理李善珠持有的《国有土
地 使 用 证》[ 证 号 ：东 方 国 用
（2002）字第303号]补档地籍调查
事宜。该宗地位于八所镇珠江南大
街东侧，土地面积为300平方米，
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经实地调
查，该宗地四至为：东至王海，南至
五米路，西至刘秀莲，北至余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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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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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当

临街商铺出租
金濂路正业广场，467m2，商铺办

公出租。电话：15607550859

商铺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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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婴公告
女婴，姓名不详，
出 生 约 3 天 ，于
2015年 1月31日
在海口市琼山区
椰海大道双创广

场路边被捡拾。婴（儿）生父母或
其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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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

公告送达

一、招募单位：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二、招
募内容：网点装修监理供应商。三、工程范围：全省营业网点。四、资
格要求：具有住建部颁发的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资质。五、共同资
质要求。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自然人，或具备国家
认可经营资格的其他组织。2、注册资本500万元(含）人民币或等值
外币以上。3、公司成立时间至少3年以上，在海南地区有办公经营
场所且同意向我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近三年内的经营活动中没
有重大违法记录。4、近三年利润表中的“净利润”至少两年不为负
数。5、售后服务体系能够涵盖我行全省的营业网点。6、在与工商银
行的项目合作过程中，没有重大合同违约、泄露工商银行商业秘密或
技术秘密等事件，以及其它符合我行管理规定要求。六、报名材料。
1、公司简介：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综合能力、财务能力、技术能力、服务
能力与银行业的合作状况等内容介绍、公司近三年主要业绩介绍。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企业法人代表身份有效证明、授权委

托书、被授权人身份有效证明。3、能够证明公司税务身份的相关材
料，公司须提供海南税务局官网中投标人需查询的一般纳税人资格
截图，并加盖公章。4、提供2020年任意3个月的社保、纳税证明及
近3年(2017-2019年度)的财务报表。5、提供“近三年内的经营活动
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在与工商银行的项目合作过程中，没有重大
合同违约、泄露工商银行商业秘密或技术秘密等事件”承诺函。注：
以上1-4项要求扫描件或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七、报名材料请提
交至海口市和平南路54号省工行大楼7楼财务会计部的姜经理。联
系人：姜经理0898-65367906，林经理0898-65855268。八、注意
事项。1、供应商提交资料中如有虚假信息，一经发现，我行将有权禁
止相关供应商参加后续采购项目。2、所有报名供应商均视为已无保
留地同意我行在采购业务范围内使用其报名信息。3、我行有权对于
本次供应商招募审核结果不做任何说明。九、报名截止时间：2020
年9月10日17：30。特此公告

供应商招募公告

海口湾街头艺人
评选赛开赛

本报海口9月2日讯（记者郭萃 实习生陈
卓 通讯员钟元韬）9月1日晚，2020年海口市龙
华区海口湾街头艺人第三场评选赛在海口湾钟楼
举行。

复古的钟楼和新潮的街头艺术相交融，椰风
海韵伴着优美乐曲让人沉醉其中，引得不少市民
游客驻足观看。当晚，经过精彩比拼，5组艺人获
得优胜，成为龙华区备案的优秀街头艺人，他们将
取得在海口湾片区的表演资格。

目前，龙华区已评出21组优秀街头艺人。

省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结束

三亚队获总分第一
本报三亚9月2日电（记者李艳玫）2020海

南省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1日在三亚举行，三亚
代表队摘得5枚金牌，荣获本届赛事总分第一名。

据了解，本次大赛分为男女甲、乙、丙组共6
个组别，比赛共吸引全省16个市县324名运动员
参加。三亚代表队表现优异，共获得5金3银3
铜，总分位列全省第一名。

本次比赛由省旅文厅、省教育厅主办。

新华社华盛顿9月1日电 （记
者王集旻）在1日进行的美国网球公
开赛首轮的争夺中，美国球星小威廉
姆斯和克宁均直落两盘击败对手，挺
进女单第二轮，中国金花张帅则在首
轮争夺中无缘晋级。

小威首轮对阵美国同胞克丽丝
蒂·安，最终以7:5和6:3战胜对手
晋级下一轮。“大满贯的首轮比赛总
是很难，克丽丝蒂·安也是位很难对
付的选手，她的打法变化多端，让人
无法猜测下一拍的变化。我能做的
就是从第一分到最后一分都要全神
贯注。”小威赛后说。

小威是 23个大满贯单打冠军
得主。在 2017 年诞女、2018 年复
出后，她一直希望能追平、甚至赶
超由澳大利亚网球名宿考特保持
的女子选手24个大满贯单打冠军
的纪录，但是岁月不饶人，当妈之
后的小威多次在大满贯决赛中同
冠军失之交臂。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本次
美网数位顶级球星退赛，但对于38

岁的小威而言，冲击冠军的难度依然
不小，因为很多年轻球员都有可能成
为拦路虎，小威也表示不能总想着打
破纪录。“每个人都希望破纪录，希望
超越极限，不过在比赛期间是不能考
虑太多有关打破纪录的问题的，我的
焦点要放在下一场比赛上。”小威说。

新科澳网冠军克宁首轮顺风顺
水，以6:2和6:2击败比利时选手维
克梅耶尔，比赛仅用了一个多小时。
赛后克宁表示对自己的发挥非常满

意，胜利也极大增强了自己的信心。
中国选手张帅在先胜一盘的大

好局面下，最终以6:4、3:6和2:6不
敌比利时球员博纳文图雷，无缘女单
第二轮。此外，小威的姐姐大威也在
首轮比赛中失利。西班牙名将穆古
拉扎、白俄罗斯人萨巴伦卡、英国球
员孔塔、比利时球员默滕斯等种子选
手均晋级第二轮。

男单赛事中，奥地利选手蒂姆以
及俄罗斯球星梅德韦杰夫闯进第二

轮。此外英国名将穆雷苦战将近5
个小时逆转晋级第二轮。

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本届美
网和往年有很大不同。在赛制方面，
今年美网取消了混双项目以及单打项
目的资格赛，男双和女双赛事也从64
对组合减少为32对组合参赛。此外，
为了将疫情风险降到最低，本届美网
也没有现场观众，并且执行严格的病
毒检测制度以及各种保持社交距离的
举措。

小威、克宁闯入美网女单第二轮

中国金花张帅无缘晋级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2020年“硕克杯”海南省青少年
足球锦标赛近日在省足协裕东基地结
束，儋州队获得了男子乙组第4名，男
子甲组第7名。赛后，儋州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王克强看望了参赛队员，鼓励
大家为儋州足球发展赢得更大的荣
誉，并推动儋州足球运动迈进省内和
国内高水平。

本次比赛共有省内34支男女中学
生球队和俱乐部队参加。儋州队是除
了海口队外，唯一派出男女4支球队参
加两个组别比赛的球队。“儋州校园足
球和青训足球从规模和成绩上都取得
了突破。”省足协负责人说。在这次比
赛中，儋州队获得了男子乙组第4名，男
子甲组第7名。

这两年，儋州校园足球和青训足

球开展得红红火火，不但球队整体技
战术水平有提高，也涌现出了好几名
高水平的足球苗子。这一切都得益于
儋州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常委会的大
力支持。王克强说，儋州人身体素质
较为出众，在篮球和中长跑方面出了
不少人才，海口和三亚的业余篮球强
队中有不少儋州籍球员。这几年，儋
州全力支持校园足球和青训足球的开
展，预算经费逐年增多。开展校园足
球的儋州中小学经费较为充足，聘请
了专职教练员和足球老师。今年，儋
州市人大常委会从代表建议经费中拿

出了300万元，投入校园足球和青训
足球。儋州队青训足球初见成效，在
参加全国体校杯足球赛中，有几支职
业队看中了儋州队球员，其中，U15女
足姑娘金妃被湖北队相中。今年读初
三的男足队员卜保吉被重庆足协队

“盯上了”。琼中女足队中有5名儋州
籍队员。

儋州开展青少年足球运动绝非
一时冲动，他们制定了一个详细的
计划。王克强透露，儋州市委和市
政府把发展青少年足球当做重大决
策，交给儋州市人大常委会牵头主

抓。足球场地是困扰海南青训足球
发展的一个“短板”，儋州这两年在
场地建设方面下了不少功夫。王克
强说，儋州目前有21所足球特色学
校和12块标准的11人制足球场，这
些场地都在校园里，都由市财政拨款
修建。儋州目前有600多名注册的青
少年球员，30多支青少年足球队，儋
州足球现阶段力争实现两个目标，
首先像“硕克杯”这样的省级青少年
比赛每个年龄段要进入前3名。其
次，儋州队要在海南省足球超级联
赛中进入“争冠集团”。

在发展儋州青少年足球的过程
中，王克强对儋州市教育局和旅文局
提出了高要求。他说，儋州市校园足
球赛分为春季和秋季两个阶段举行，
以往都采用赛会制，几天内就能踢完
比赛。现在，要改赛制，把比赛时间延
长，让球队多踢几场比赛，提高校园足
球的影响力。前不久，儋州成立了5支
U系列青训球队，由市体校负责训练和
比赛。希望市体校能把尖子球员组织
好，在训练和比赛中提高球员的技战
术水平。

（本报海口9月2日讯）

600多名注册青少年球员，30多支青少年队，两人被外省职业队相中

儋州青少年足球越踢越好

日本开始研究
奥运防疫措施
运动员将被重点保护

据新华社东京9月2日电（记者王子江）日
本媒体2日报道，一个由多方组成的奥运会防疫
委员会本周五也即4日将召开首次会议，开始讨
论奥运会期间的出入境限制、场馆内的防疫措施
以及如何应对被感染人员等具体问题。

据透露，为奥运会服务的大约8万名志愿者、
国际奥委会大家庭参会人员以及媒体工作人员将
按照是否能接触到运动员分成两拨，这样可以充
分保护运动员，最大限度防止病毒传播。

共同社援引一位内部人员的话说，关于运动
员和其他参会人员的入境问题，委员会拟讨论的
具体措施是，所有人员需要出具阴性的聚合酶链
式反应（PCR）检测证明，并且同意在有限的范围
内活动才能进入日本。委员会还考虑要求所有人
使用随时可以追踪到行动轨迹的手机软件。

这次会议还将讨论举办比赛和前期训练营的
县市如何为防疫做准备，以及所有参赛人员使用
公共交通以及入境隔离期限的问题。

张帅 穆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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