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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遗失海
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票号分
别为：0525123872、0515128565、
0515128856、 0525123151、
052512341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安特房地产中介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
T97828W，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惠祁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60200MA5T7RWM
8Y，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我型你秀美发店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号:

460106600306426,声明作废。

●文昌城达实业有限公司遗失文

昌市建设工程规划临时许可证,证

号:（临）建字第469005201200030

号,特此声明。

●文昌城达实业有限公司遗失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证 正 本 、 副 本, 编 号:

469005201501150101,特此声明。

●林树功遗失座落于海口市龙昆

上村133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

号：9675，声明作废。

●海南金海韵实业有限公司公章

不慎遗失，现声明作废。

●海口美兰丽珍文具店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本 ， 注 册 号 ：

460108600381010，声明作废。

●陈云梅遗失特种设备操作人员

证（施工升降）初级,证件编号：琼

A042016000781,特此声明。

●万芳遗失房屋租赁证，证号：美

房租证〔2018〕第318087号，特此

声明。

● 赵 翔 ( 身 份 证 号 ：

410103198506160018)遗失后海

温泉小镇A3栋10层1001号房的

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

CML000020999,特此声明作废。

海口市南海公证处公告
张喜彬、张艺腾拟继承荆桂菊遗留

的位于海口市海秀中路135号昌

海大厦（仁和公寓）A-802房的遗

产，自本公示发布日起七日内如有

利害关系人有异议，可向我处提

出，电话：68563965，联系人：张煜

公证员。

●文昌市文城镇大潭村民委员会

后坡三村民小组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18388701，

声明作废。

●海口鑫国茂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遗失道路运输证，鑫国茂驾校琼

A5506 学 ，道 路 运 输 证 号 ：

460100067279，现声明作废。

●郭卫欣不慎遗失海南二十一度

假连锁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的

装修保证金凭证一张，号码：

0018279，现特此声明作废。

●王彩肖不慎遗失海南二十一度

假连锁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的

装修保证金凭证一张，号码：

0018281，现特此声明作废。

●杨会欣不慎遗失海南二十一度

假连锁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的

装修保证金凭证一张，号码：

0018282，现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大成（海口）律师事务所朱

恒律师于2020年9月15日遗失了

由海南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执业

证 ， 执 业 证 号 为

14601201910094114，流水号为

NO.11251713，现声明作废。

●海南荣康电力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工商银行保亭支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23867901，

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峰晔互动娱乐（海南自贸区）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决定拟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

由人民币10000万元减少至100

万元，原债权债务不变，请债权人

自见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

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南嘉航海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由5仟万元人民币减为1仟万元人

民币，债权债务不变。特此公告。

海南嘉航海运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5日

减资公告
海南涛生景弘健康产业投资有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REFJN7A），经决
定公司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人民
币减至200万元人民币，债权债务
保持不变，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南丰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代码91460000MA5THDP340经
公司股东决定，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00万
元减少至人民币100万元，请债权
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向公司提
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
求，特此公告。联系人：杨泽少。
电话13519888628。

注销公告
儋州海蓝游艇有限责任公司代码
91469003MA5T4R9K9D拟向儋
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
债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圆硕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MA5T
3Y0U73）拟向海南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
起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三亚市崖州中心渔港环境清淤工
程项目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已经完成，现向公众进行信
息公告，详见http://www.hbsjy.
com/propublic/。
陈工：13807536631 三亚市崖州
区城市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三亚畅享假期商旅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财务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屯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因保管不
善，不慎遗失《海南省非税收入一
般 缴 款 书 》9 份 ，票 号 为
0229999247、 0230000701、
0230021262、 0230021297、
023002130X、 0135301047、
015964970X、 0160780908、
0193489236。特此声明作废。

2020年9月16日
●陈春桃遗失国家直管房屋租赁
凭证，租赁凭证号：1352，声明作
废。
●马健遗失海南省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颁发的医师资格证书，证
书编号：20154611046002619771
1033919，签发日期：2015年11月
30日，特此声明。
●海南中信和实业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713860780E）遗 失 公
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海口奇赢彩业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海口住房城建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410025401901，账号：
46050100263600000061，声明作
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朱莲玉于2020年9月14日遗失
居 民 身 份 证 ， 证 号:
420602198203111588，特此声明。
●定安县新竹镇滩村三村民小组
公章破损，声明作废。
●定安县新竹镇滩村四村民小组
公章破损，声明作废。
●屯昌县南坤镇藤寨中心小学-岭
坡小学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证号：地字
第 469022202000125 号，现声明
作废。
●文昌利福废品回收有限公司(注
册号:469005000021374)不慎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特此声明作废。
●符良琨于2020年9月12日遗失
身份证，证号4690071999111673
11，声明作废。
●五指山梅轩商务中心遗失公司
法人私章（王影）一枚，现声明作
废。
●符志良遗失海南省儋州市和庆
镇美灵村委会点芬村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
号：469003101201120095J，声明
作废。
●符不二遗失海南省儋州市和庆
镇美灵村委会点芬村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
号：469003101201120111J，声明
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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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1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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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国立信用认证中心有限公
司，信用评级认证电话：6539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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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认证

大同路香港城铺面66678999

铺面特价出售

广告·热线：66810888

注：拟处置债权标的为上述债权，基准日至转让日之间的利息、
罚息等一并转让；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清偿的利息、罚息等，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的有关约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生效法律文书计算。

二、交易对象要求：要求竞买人信誉良好，有付款能力且交易资
金来源合法，能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下列人员不得受让该
债权: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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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告期限：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0年9月22日16:00止。对
本次公告内容有异议的，请于公告期限届满前以书面形式提出。

四、报名时间：有受让意向者请于2020年9月22日16：00前通

过华融金交中心网络交易平台提出受让登记申请，并按照华融金交
中心公告要求缴纳竞价保证金。意向受让方须自行承担华融金交中
心的交易服务费用。详情请登录华融金交中心网站查询。

五、联系方式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刘先生，联系电话：0898-66701497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
联系人：陈先生；联系电话：0898—66774868
特别说明：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

签署的交易合同约定及生效法律文件为准。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20年9月16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开竞价公告
我分公司拟在华融中关村不良资产交易中心网络交易平台（网址：https://www.chamcfae.com）（以下简称：华融金交中心）对海南蓝海

水产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原海南蓝海水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下同）债权资产及相应从权利进行公开转让，现予以公告。
一、债权资产情况：根据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琼民初20号民事判决书，截至2020年6月30日，债权资产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债务人名称

标的债权

对应担保
措施

海南蓝海水产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

193,022,901.70
1.抵押：海口市桂林洋开发区“海南（国家级）水产物流交易中心”项目68562.14平方米工业用地使用权及地上81881.49平方米在建工程。2.质押：海南蓝海水产投
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3.担保人：北京发德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海南泰欣贸易有限公司、海南大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河南地久置业集团郑州分公司。

重组收益
161,426,460.91

违约金
94,801,704.30

合 计
449,251,066.91

永和花园（推广名为：金地-海南自在城）
第A12、A15栋交付（入伙）公告

尊敬的永和花园（推广名为：金地-海南自在城）业主：
您好！

永和花园（推广名为：金地-海南自在城）第A12、A15栋（以

下简称“该项目”）已取得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明文件，已具

备《海口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交付条件。我司定于2020年

09月19日办理该项目入伙手续。我司已按《海口市商品房买卖

合同》约定的地址通过特快专递方式向各位业主寄发《交付（入

伙）通知书》，请各位业主在该通知书规定的入伙时间内携带相关

入伙资料亲临海口市秀英区长滨路82号永和花园（推广名为：金

地-海南自在城）B3区商业街现场办理入伙手续。若有不详，请

电询：400-930-8080。恭祝各位业主入伙大吉，家庭幸福安康！

特此公告！

海南鼎圣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09月15日

新华社成都9月15日电（记者
董小红）15日，以“公益电影谱新篇、
凝心聚力兴文化”为主题的“2020
年度优秀国产电影农村院线推介
会”在成都举行。

中影新农村数字电影发行有限
公司总经理李建军说，此次活动重点
推荐脱贫攻坚、疾病防控、科教助农三
类题材的影片，希望这些优秀的国产
主旋律影片能够唱响农村“好声音”。

据介绍，该活动从9月15日持续
到9月17日，此次推荐的优秀国产农

村电影包括《十八洞村》《最后一公
里》《苹果村的喜事儿》等，还将开展
优秀农村影视剧本及项目推介、公益
电影发展与创新研讨会等活动。

活动期间，还将举行电影《扶贫
主任》的首映仪式，该电影反映了我
国近年来扶贫工作的进程与成就，
再现了奋斗在脱贫攻坚一线工作者
的拼搏精神。

四川省电影局局长高中伟说，
近年来，四川积极改善群众观影条
件，推动观影由“室外向室内”“流动

向固定”转变，已建成固定放映点
8000余个；同时，加大乡镇影院建
设和扶持力度，目前已建成乡镇影
院83家，提升了农村的观影条件。

据悉，“2020年度优秀国产电
影农村院线推介会”由中国电影发
行放映协会、四川省电影局等指导，
中影新农村数字电影发行有限公
司、成都市电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等主办，旨在促进各地农村公益电
影互利共赢，带动公益电影放映工
作整体水平的提升。

公益电影谱新篇 凝心聚力兴文化
优秀国产电影农村院线推介会在蓉举行

新华社北京9月 15日电 （记
者 白 瀛）抗疫题材电视系列剧
《最美逆行者》将于 17 日起在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
出。全剧由 7 个单元故事组成，

均改编自此次全民抗疫涌现出的
先进人物事迹，突出纪实性和贴
近性。

出品人薛继军14日在京介绍，
《最美逆行者》以“小切口、小人物、

大情怀、大主题”为创作思路，以“真
实、鲜活、温暖”的现实主义为创作
基调，旨在诠释“生命至上、举国同
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
的伟大抗疫精神。

抗疫题材《最美逆行者》明日央视开播
全剧由7个单元故事组成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记者王
黎刚）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第三
批）集中开工仪式澄迈分会场13日在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海南中学美伦校
区工程项目现场举行。当天，澄迈集
中开工项目9个，总投资24.1亿元，其
中包括位于澄迈桥头镇的海南省青少
年足球训练基地。

海南省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将建
设10个十一人制足球场、4个七（八）
人制和2个五人制足球场，以及康复
中心、看台、食堂、淋浴间、厕所等配套
设施。这将是海南最大的青少年足球
训练基地。项目施工方负责人透露，
将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工期。

海南省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建成
后，将推动海南足球+旅游的发展。
基地有10块标准的足球场，足够举办
大型的世界级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省
足协主席吕建海说，由于受到场地限
制，海南目前还没有举办过有影响力

的国内外大型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和嘉
年华活动，这个基地建成后，海南具备
了举办条件。省足协将策划组织几项
类似于“哥德堡杯”青少年世界锦标赛
这样的大型足球嘉年华活动，吸引国
内外青少年足球爱好者来海南踢球、
旅游。海南省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还
将促进海南“足球冬训经济”的发展，
该基地落户澄迈的消息其实早就在国
内球类运动界中传开了，国家和各省
市橄榄球队、棒球和垒球队已经等不
及了，基地建成后，这些球队将第一时
间来基地冬训。假如“国字号”棒垒
球、橄榄球队在基地训练效果不错，或
许也能吸引韩国、日本等国家的球队

来海南冬训。
海南省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建成

后，能大幅增加海南足球人口数量，助
力海南足球文化的发展。省足协秘书
长曾繁超说，该基地位于澄迈，首先能
吸引更多的澄迈孩子喜欢上足球，让
他们有了能踢球的好地方。澄迈业余
足球队领队王秋对此深有同感。王秋
说，澄迈校园足球这两年发展较快，举
办了有近30支球队参加的小学、初中
和高中“一条龙”式的校园足球联赛。
遗憾的是，球场短缺是澄迈进一步发
展校园足球的“短板”。基地建成后，
澄迈校园足球“近水楼台先得月”。其
实，不但澄迈足球受益，西部地区的临

高、儋州、东方等市县的青少年足球爱
好者也能享受到海南省青少年足球训
练基地踢球的快乐。

最近几年，省教育厅和省旅文厅
联手举办省校园足球冬令营和夏令
营，每次几百人参加，效果很好。美
中不足的是球场数量少了一点，还有
不少市县的足球“幼苗”因为场地原
因不能参与。省青少年足球训练基
地建成后，能容纳更多的省内足球

“苗子”训练。曾繁超说，这几年，很
多省外青训和校园足球队伍多次联
系省足协，想来海南冬训。省足协裕
东青训基地主要以本土青训球员训
练为主，无法接纳更多的外省足球少

年冬训。省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建
成后，将会有很多说着各省“方言”的
足球少年冬天在海南踢球。

2015年12月，我省提出打造“海
澄文”一体化的琼北综合经济圈，建设
海南经济增长引领区。海南足球基地
的建设也朝“海澄文”一体化发展。目
前，省旅文厅在海口江东建成了裕东
青训基地，位于澄迈的省青少年足球
训练基地已开工。省足协正加紧在文
昌洽谈足球基地的建设项目。吕建海
说，省足协正积极打造“海澄文”足球
基地一体化，通过足球训练基地的建
设，推动海南体育+旅游+产业的发
展，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带旺足球旅游 让更多孩子踢球

海南省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开工建设
英雄联盟城市英雄争霸赛省决赛收官

海口赛点HNZ战队夺冠
本报讯 2020年英雄联盟城市英雄争霸赛海

南省决赛近日在海口喜盈门广场结束，海口赛点
HNZ战队两战全胜，获得冠军，并赢得了代表海
南参加华南大区比赛的资格。

参加本次海南省决赛的有海口赛点HNZ战
队、儋州牛排五分熟战队和琼海冯先生战队。比
赛吸引了众多海口电竞爱好者现场观战。

为了活跃赛事氛围，主办方特地邀请了专业
的COS团队为赛事开场表演节目，美丽大方的
COS走秀让台下观众掌声不断。

主办方负责人表示，英雄联盟作为老牌
MOBA电子竞技项目，深受电竞玩家的喜爱，但
是受疫情影响，今年上半年海南英雄联盟组织的
比赛很少，这场比赛是疫情过后的第一场以英雄
联盟为主的大型电子竞技赛事。比赛的举办不仅
有助于提高海南电子竞技选手的水平，更能满足
海南电竞爱好者的观赛需求。 （体讯）

林书豪宣布
告别新赛季CBA

据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记者林德韧 苏
斌）华裔球星林书豪15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不
再参加新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BA)
比赛。

林书豪在视频中表示：“我决定了今年不回首
钢去打球，这个决定是我人生最难的一个决定，我
花了四个礼拜。最近两三个礼拜一直不能睡，每
个早上四五点钟就起床了，一直在想。”

林书豪在上赛季加盟北京首钢，作为球队核
心带队杀入四强。他在43场比赛中场均出场32.9
分钟，贡献22.7分5.6篮板5.6助攻1.9抢断。

回忆过去的一个赛季，林书豪也颇为感慨，他
说：“我昨天跟家人、朋友说想离开中国的时候，我
哭了，今年是特别的一年，永远不会忘记跟首钢打
的这一年。这是一个非常难的决定，我只是想跟
大家说，谢谢大家，我爱你们。”

北京首钢也发布了一份公告，对林书豪的离
开表示祝福。公告中表示，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
与林书豪及团队保持良好的沟通交流，诚邀书豪
一起携手继续征战，并在书豪返回CBA为前提的
续约合同上双方达成共识。经过反复斟酌，林书
豪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他希望再次尝试回到
NBA（美职篮）。

公告中说：“双方一直保有能够在新赛季再次
携手的愿景，但我们也能够理解并尊重林书豪最
终的决定，尊重一位运动员在职业生涯的每一分
每一秒都不曾放弃。”

《十八洞村》剧照。

《最美逆行者》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