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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儋州鑫美食品有限公司遗失行政
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人
名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三亚海盈广告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本、副本，声明作废。
●海南晟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公
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海口华恒汽车检测服务有限公
司公章破损，声明作废。
●伍尚展遗失座落于东郊镇码头
埠 集 体 土 地 使 用 证 ，证 号 ：
W1400161，特此声明。
●余艳平遗失海南省农垦总局招
待所开具的海南省海口资金往来专
用凭证（押金），凭证号：0007351，
金额：10000元，声明作废。
●树林童话幼儿园遗失海南省农
垦总局招待所开具的海南省海口
资金往来专用凭证（2-304房押
金），凭证号：0007358，金额：1000
元，声明作废。
●安阳青果巷商贸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坐落于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
琼州大道东侧的不动产权证，证
号：琼（2018）海口市不动产权第
0067865号，特此声明。
●林鸿泰遗失坐落于琼山市三江
墟琼文街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
号：三江-0194，声明作废。
●海南兄弟尚品餐饮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遗失海南容大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开具的海南省资金往来
（暂收、暂付）专用凭证（押金），凭
证号：0008489，金额：49770元，
声明作废。
●海口美兰吴淑友饮吧店不慎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24601081956167，声明作废。
●海南千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财务章，特此声明。

●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五一村委
会卜史经济合作社遗失集体土地
所 有 权 证 ，土 地 证 号 ：
A2003000030，地籍号：02-12-
00015，声明作废。
●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卜史经济
合作社遗失集体土地所有权证，土
地证号：A2004000435，地籍号：
02-12-00439C9，声明作废。
●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卜史经济
合作社遗失集体土地所有权证，土
地证号：A2004001242，地籍号：
02-12-00022，声明作废。
●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卜史经济
合作社遗失集体土地所有权证，土
地证号：A2004000454，地籍号：
02-12-00437C14，声明作废。
●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卜史经济
合作社遗失集体土地所有权证，土
地证号：A2004017866，地籍号：
04-03-00306，声明作废。
●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卜史村经
济合作社遗失集体土地所有权证，
土地证号：A2003000024，地籍
号：02-12-00002，声明作废。
●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卜史村经
济合作社遗失集体土地所有权证，
土地证号：E-49-5（31），地点：琼
山区云龙镇陶公山石牛石猪坡地，
声明作废。
●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安仁村民
委员会遗失海口农商银行石山支
行开户许可证，许可证号为:
J6410003622601，现特此声明遗
失作废。
●符吉梅、林芳文不慎遗失座落于
海口市演丰镇山尾村委员会山尾
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土地证，
证 号 ：海 口 市 集 用（2010）第
042295号，特此声明。
●吴春香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南省海口市琼崖公证处公证
书，公证书编号：（2020）琼崖证书
第3221号，特此声明。
●昌江黎族自治县粮食局工会委
员会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昌江北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24971902，声明作废。

声明
王钟弟于2020年 8月 30日遗失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为 ：
460028199502027215（有效期：
2014.12.1至 2024.12.1）现声明作
废，以上丢失的身份证自遗失当日
起，一切与该身份证相关的行为及
由此造成的法律责任或经济损失
本人不予认可。

声明人：王钟弟

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声明书
本 人 杨 义 清 ，身 份 证 号 ：
632126198008151810，即日起不
再担任海口中海视界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60100000504951）的法定代表
人，公司的相关经营管理活动，
本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如公司其他
股东及管理人员冒用本人签名代
行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的，应当自行
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声明人：杨义清

尸体认领启事
卢在忠，男，63岁。流浪人员病倒

街头被我站送至西培医院救治。

2020年9月2日，因病情恶化经医

院抢救无效死亡。有知情者从本

启事发布之日起30天内与儋州市

救助管理站联系，若无人认领，将

按照救助管理机构相关规定妥善

处理后事。联系电话: 0898-

23381975

儋州市救助管理站

公告
张桂、张孟春、周永忠、黄仁勇、邹
海珠、刘曼玲、先生或女士：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您与我
司签署的《“轻城·阳光”认购合
同》，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内向我公
司缴纳购房款，根据《“轻城阳光”
认购合同》第四条之约定“乙方应
按时向甲方支付房款，否则此书无
效，定金或首付款不予退还”，我司
决定解除上述人员认购合同，望上
述人员见报后一周内与我司联系
（电话 18946030123）退款事宜，
过期不予办理，后果自负。

海南淏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9月4日

认婴公告
男婴，姓名不详，

于2019年 6月 17

日在文昌市文城

镇文东桥旁边公

园附近被捡拾到，

当时被灰色的小毯子包裹着。请

男婴生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于

公告之日起60天内持有效证件前

来认领，逾期视为弃婴。联系电

话：63228996。

文昌市民政局

2020年9月3日

认婴公告
男婴，姓名不详，出
生约32天，于2017
年8月21日在海口
市琼山区新大洲大

道高速路口往椰海大道方向20米
处被捡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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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琼0107执恢432号

关于申请执行人石义河与被执行
人周经诗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
2020年 4月 15日作出(2020) 琼
0107财保2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查封第三人陈月华名下(共有人为
被执行人周经诗)位于海口市琼山
区府城镇海府路市外贸总公司住
宅楼第2栋602房(证号:海口市房
权证海房改字第HK338420号)的
房产。如对上述不动产有异议者，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相关证
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
特此公告

二O二O年九月四日

召开股东会议的通知
中国协力能源贸易有限公司致全
体股东（含中国富利进出口集团公
司），公司将于2020年9月21日上
午9:00在海口市滨海大道189号
比华利山庄综合楼召开股东会议，
商议公司股权、高管等变更事宜，
请公司股东准时参加，未出席股东
视为放弃表决权。联系人：宋女
士 13381010672。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三亚海盈广告有限公司拟向三亚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公
司办理相关事宜。

减资注销

股东会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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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兄弟尚品餐饮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遗失海南容大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开具的海南省资金往来
（暂收、暂付）专用凭证（物管费押
金），凭证号：0008490，金额：
28380元，声明作废。
●海南源安隆药品超市连锁有限
公司侨中悬壶园药堂不慎遗失药
品经营许可证(合)副本，证号：琼
CB0120308(III)，声明作废。
●卢斯源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号
码：460036199102035216，特此
声明。
●钟栓遗失座落于海口市桂林洋
农场开发区生活区的国有土地使
用证,证号:海口市国用(2012)第
000049号,声明作废。
●林花遗失座落于海口市桂林洋
农场开发区生活区的国有土地使
用证,证号:海口市国用(2012)第
000044号,声明作废。
●海南豪远黑熊养殖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财务章、合同章各一枚，声
明作废。
●文昌丰源工贸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章、合同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辐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不
慎丢失财务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卜史经济
合作社遗失集体土地所有权证，土
地证号：A2004001673，地籍号：
02-12-00001，声明作废。
●琼山市龙泉镇五一村委会卜史
经济社遗失集体建设用地所有权
证，土地证号：2002-07-0002，地
籍号：QSWDH-148371，声明作废。
●海口市龙华区龙泉卜史经济合
作社遗失集体土地所有权证，土地
证号 ：A2003000026，地籍号 ：
02-12-00016，声明作废。
●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卜史经济
合作社遗失集体土地所有权证，土
地证号：A2003000033，地籍号：
02-12-00005C5，声明作废。
●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卜史经济
合作社遗失集体土地所有权证，土
地证号：A2004025849，地籍号：
02-12-00436C5，声明作废。

声 明

遗 失

法院公告

公告送达

公告
海南省爱学堂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王芳玉、孙博远与
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0〕第244、245号），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劳动仲裁申请书
及证据，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
等，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委领取（海口市西沙路 4
号，联系电话:0898-66783032），
逾期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
后的2020年10月21日下午15时
整在本委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9月4日

公告
海口瀚朗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王美霞与你公司
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2020〕
第234号），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劳动仲裁申请书及证据，应诉通
知书、开庭通知书等，限你公司在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海
口市西沙路4号，联系电话0898-
66523285），逾期视为送达。并定于
公告期满后的2020年10月20日
下午15时整在本委仲裁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9月4日

单方解约函
致薛德林：我司是海南佳景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鉴于你严重违约，
现我司单方解除与你在2017年
12月4日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
特此告知。

二○二○年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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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92037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3876071190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8976695932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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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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码查阅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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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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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注销公告
海南好未来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社
会 统 一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RHWXN94）经股
东会决议决定注销。海口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已于2020年5月14日
准予注销登记，注销登记通知书编
号为（琼市监）登记内销子【2020】
年第61号。

广告·热线：66810888

我司现需向社会公开、择优选定相关单位：1.江东新区振家
溪水系修复工程测量服务单位；2.海口湾生态整治与修复项目
海洋环境监理服务单位。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
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授权委托书以及业绩实力等相关材
料到我司项目部报名了解详情，以便我司开展筛选工作，确定

拟采购对象。截止2020年9月8日下午12点00分，停止报名，
逾期不受。

联系地址：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266号海口国家高新区创
业孵化中心2单元7楼

联系人：伍工 68617692

关于邀请参与江东新区振家溪水系修复工程测量服务、海口湾生态整治与修复项目海洋环境监理服务的公告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陈望）2日下午，搏击王中国选
手谢岩走进南海网新闻会客厅，讲述
阔别7年后重回擂台的故事，这次他
将对阵来自刚果（金）的名将那驰，争
夺搏击王新海南金腰带。谢岩精通
泰拳、摔跤、巴西柔术、空手道，比赛
风格热血激情，具有极高的观赏性，
被粉丝称为“全能杀手”。此外，在南
海网新闻会客厅，新海南金腰带首次
向大众亮相。

“一场车祸让我走上习武之路，
接触后我越来越喜欢格斗。”谢岩说，
三岁那年，一场车祸把他送进了医
院。半年后，康复出院的他身体要远
弱于同龄孩子。为了弥补久卧病床
导致的身体劣势，他在父亲的指导下
开始练习传统武术，后来学习了泰
拳、散打等项目。

谢岩在格斗方面展现出了极强

的天赋，连战连捷，拿下了山西省自
由搏击锦标赛65公斤级冠军，河北
省自由搏击锦标赛70公斤级冠军，
2012年CMFA-1综合格斗65公斤

级冠军，职业赛场12连胜。
2012 年，处在巅峰状态的他，

为了学业毅然放弃职业格斗之路。
这几年里，他成立机车俱乐部，与志

同道合者一同推广机车文化；之后
创立装修公司、文化传媒公司，同时
在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南海网、南国
都市报任职，并成为一名赛事推广
人，致力于各种大型文化体育赛事
的推广。

为何沉寂 7 年又再次走上擂
台？谢岩说：“我虽然放下拳套，但
是内心热爱从未削减丝毫。今年6
月晋升奶爸，想通过这场比赛找回
青春的热血。曾经为了学业有所舍
弃，希望现在可以弥补遗憾。我也
将努力争取拿下胜利，送给儿子，希
望他也可以像我一样不忘初心，追
梦不弃。”

对于朋友们对他竞技状态的质
疑，他自信地说：“我为这场比赛进
行了系统的训练，备赛工作做得很细
致。今年我只有27岁，各项身体机
能依然非常不错。另外，比赛不只是

体力的比拼，更是大脑的较量，在高
水平的比赛中，格斗智商非常重要。
心理博弈和合理的战术布置，观察对
方漏洞并抓住机会的能力尤为重要，
这些都是我的优势。”

谢岩告诉记者，他非常开心可以
获得争夺搏击王新海南金腰带的机
会，他有信心打出水平，为观众们奉
献一场精彩的比赛，以终结方式拿下
新海南金腰带。

“新海南金腰带有着特殊的意
义，我一定会夺得。”谢岩自信地说。

阔别7年后重回擂台

“全能杀手”谢岩：用爱 释梦想

关注搏击王金腰带争霸赛海口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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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3日讯（记者王黎
刚）9月3日，海南省青年男子足球队
（U16-U18）正式成立，并进行了首次
训练。这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
成立的第一支男子青年足球队。

省青年队（U16-18）共有33名球
员，他们都是省内的高中生，来自海
口、三亚、儋州、五指山和昌江。为了
选拔适龄的优秀球员入队，省足协成
立了一个由19人组成的评审团，评审
团由海南资深足球教练、裁判长、裁判
员监督等人组成。前不久，省足协举
办“硕克杯”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借
着这个机会，评审团仔细观看了每一
场比赛和每一名球员的表现，从球员
的技术、速度、体能、对抗、意志品质等
方面评判，最终，选出了33名队员。

省足协负责人透露，海南省青年
队将采用周末集中训练，球员周一至
周五在各自学校读书，周五下午齐赴
省足协裕东基地，进行两天的集训。
在这支球队中，省足协将对海口地区
以外的球员提供往返海口的路费。所
有球员在集训期间的吃住均由省足协
负担。此外，省足协还将成立19岁以
上的海南省青年男子足球队，这支球
队将以我省大学生球员为主组建。

在 2016 年出台的海南省贯彻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实
施意见中指出，海南要组建省专业足
球队伍，参加全国足球职业联赛和全
运会足球比赛。建立规范的教练员、
运动员遴选、考评、激励机制。支持
省足球队采用合作共建模式进行职

业化改造并参加全国职业足球联赛，
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对海南职业足球
队提质升级。省足协负责人说，海南
青年足球队的成立，就是逐步实现
《方案》中提出的要求。

海南省青年足球队成立后，3日
上午进行了组队后的第一次训练。
在主教练李志海的率领下，球员们进
行了一个半小时的传球、射门和对抗
训练。李志海说，球员们的训练积极
性很高，这些球员脚下有一定的技
术，对足球运动充满了热情。他将继
续打磨队员的基本功，并在此基础上
提高球员们的对抗能力。

海中高二学生刘志丹入选了省青年
队，他曾入选过U15国少队，是海南省青
年队中不折不扣的“大腕”球员。他说，能

入选海南青年队感到非常开心和荣幸，这
也是一种荣誉。第一次训练课队友们都
练得很投入，看得出大家都很珍惜这个
荣誉。李志海教练是名高水平的教练，
曾在国少队执教过，李志海教练的训练
方法“很西班牙”，强调快速、对抗、走脚
下。希望能在李志海教练的训练下提
高技战术水平，为海南足球的发展做出
自己的贡献。司职前卫的曹凯目前就读
于海南中学高二，他此前一直在中海俱乐
部队效力。他说，队友的实力都挺强，
李志海训练水平很高，希望我们队能
在他的训练下成绩越来越好。

省青年男子足球队（U16-U18）
成立后，将参加全国青超联赛（华南
赛区）、海南省足球超级联赛、国内同
龄青年足球邀请赛。

海南省青年男子足球队成立
球队由33名省内高中生组成，国少助理教练李志海任主帅

梅西留队“很困难”
父亲赴巴萨商谈转会无果

据新华社马德里9月2日电（谢宇智）阿根廷
球星梅西的父亲豪尔赫·梅西2日飞抵西班牙巴塞
罗那，并就梅西离队一事与巴萨俱乐部主席巴托梅
乌进行会面。据西班牙媒体透露，在当日的会议
中，双方并未能就梅西的去留达成任何协议。

豪尔赫·梅西在当日乘飞机抵达巴塞罗那后
便迅速被记者们包围，他接受了西班牙媒体的简
短采访，声称自己对梅西要去哪里“一无所知”，但
同时也透露，梅西要留队恐怕“很困难”。

梅西在8月25日通过律师向巴塞罗那足球
俱乐部发送了一份正式文件，表达了自己离队的
愿望。但巴萨方面已明确了态度：他们不会轻易
放走阿根廷巨星。

西班牙媒体称，在2日与梅西父亲的这次会
面中，巴萨高层始终坚持不谈梅西的转会，只谈续
约。而梅西方面则强调，梅西合同中附带一项免
费解约条款，根据这一条款，阿根廷人可以在上赛
季结束后不用支付解约费便可自由离开俱乐部。

巴萨本周已恢复训练并开始为新赛季做准
备。但梅西并未于上周日接受回归训练场所需的
核酸检测，至今也没有参加巴萨新教练科曼主持
的任何一堂训练课。这意味着阿根廷人与俱乐部
的关系已陷入僵局。

英超和PP体育“分手”
中国球迷下赛季可能看不到英超了

据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3日，英超和中国
转播商PP体育合作破裂。一石激起千层浪！

2019 年 7 月，PP 体育以天价拿下 2019-
2022三个赛季英超在中国大陆和澳门地区的独
家全媒体版权，并公布了一系列版权运营计划。
至今，已过去一年多时间。

据了解，双方产生的分歧主要来自新冠肺炎
疫情对版权影响的判断。今年3月，英超联赛因为
疫情停播，直至6月才复赛。英国《每日邮报》8月
10日报道，PP体育拒绝支付本应在3月预付的1.6
亿英镑应付款。作为报复，英超拒绝了PP体育将
合同延长三年以涵盖2022-2025赛季的提议。

据业内人士透露，在英超三年版权期实际开赛
进度不到20%的赛程时，PP体育已支付了商定费用
总额的一半——换句话说，在三年版权期只执行了
20%的情况下，PP体育支付了50%的版权期费用。

如果局面无法出现逆转，无疑是多败俱伤
的。PP体育失去英超这一头部体育赛事版权，前
期投入的运营费用将难以收回；英超三年周期的
海外转播收入为42亿英镑，中国市场占比超过
13%，经济损失也是显著的。

3日，在美网男单第二轮比赛中，
兹维列夫以3比1战胜美国选手布兰
登-中岛，晋级下一轮。 新华社发

兹维列夫
晋级美网第三轮

倒计时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