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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海得利捕捞专业合作社（琼
临渔运70001船）遗失渔业船船国
籍 证 书 ， 证 书 编 号 ：
3310000190134，检验登记号：
469028019011，声明作废。
●澄迈金江李向引猪肉摊遗失工
商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69027600048122，现特此声明
作废。
●儋州那大流芳副食店不慎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许可证
编号：JY14604000000918，现特
此声明。
●陵水黎族自治县提蒙乡提蒙村
委会卫生室不慎遗失医疗机构执
业 许 可 证 正 本 ，登 记 号 ：
469034012115，声明作废。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实验中学
不慎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保亭县支行开户许可证，账
号：2201026509200068090，核准
号：J6410030078201，声明作废。
●白沙邦溪明辉通讯商行不慎遗
失海南移动购机押金发票资金往
来（暂收暂付），专用票据三张，金
额分别为6000元、4500元、3500
元，总金额14000元，声明作废。
●万宁市汽车运输协会遗失社团
登记机构代码证，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514690066811890718，声 明
作废。

海南杭农科技有限公司

科研办公用房采购公告
海南杭农科技有限公司是杭州种
业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因业务
发展需要，需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
治县采购科研办公用房一处。要
求：1、房屋在陵水黎族自治县境
内；2、房屋面积1500平方米左右；
3、具有独立所有不动产证（或房产
三证）；4、无任何法律纠纷。符合
条件者请在2020年10月18日前
向公司报名，并提供相关证件和书
面 报 价 。 联 系 人 ：姜 先 生
13906525250 孙 先 生 ：
18789613020

海南杭农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日

清算公告
海南海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注册
号：企独琼总副字第009802号），
经股东决定，现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已成立清算组，清
算组负责人：黄芳，联系电话：
13876369926。清算组成员：哈普
威国际有限公司、高原、李丽花、曾

遗失声明
海南步步健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A9P19A）遗 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财务专用
章，法人章，声明作废。

13876369926。清算组成员：哈普
威国际有限公司、高原、李丽花、曾
祥鑫，请相关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联系地址：
海口市美兰区和平大道66号江南
城西门北侧。特此公告。

海南哈博斯咨询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9日

祥鑫，请相关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联系地址：
海口市美兰区和平大道66号江南
城西门北侧。特此公告。

海南海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9日

澄迈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补发不动产权证书公告
鲁虹名下位于老城开发区澄江路
西侧四季康城一期AB区第6栋
1505房，不动产权证号：澄房权证
老城私字第109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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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9月29日

清算公告
海南哈博斯咨询有限公司（注册
号：企独琼总副字第009801号），
经股东决定，现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已成立清算组，清
算组负责人：黄芳，联系电话：

减资公告
海口卡特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100562443997Y）由原注册
资本1688万元人民币减至300万元
人民币，原债权债务不变。特此公告。

国兴大道独栋楼急售18708991932

减资公告
海南德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91469034MA5T7DTY9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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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600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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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海南港航金牌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28MA5RGH8215）拟 向
海南省临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申
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
45天内前来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保亭茂昌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注册
号：4600352000171）拟向保亭黎
族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申
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
45天内前来办理相关事宜。

遗失声明
海南天皓律师事务所伍彪律师于
2020年9月27日遗失了由海南省
司法厅颁发的律师执业证，持证人
为伍彪，执业证类别为专职律师，执
业证号为 14601201810031863，
流水号为10859977，声明作废。
●澄迈石浮大明石灰加工厂原公
章、法人（王大明）印鉴遗失，声明
作废。
●海南木品建筑装饰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声明作废。
●临高海得利捕捞专业合作社（琼
临渔运70001船）遗失国内海洋渔
船 安 全 证 书, 检 验 登 记 号 ：
469028019014, 证 书 编 号 ：
3310000190134,声明作废。
●临高海得利捕捞专业合作社（琼
临渔运70001船）遗失渔业船舶所
有权登记证书，证号：（琼临）船登
（权）（2019）FZ-200003号，声明
作废。
●临高海得利捕捞专业合作社（琼
临渔运70001船）遗失捕捞辅助船
许可证，渔业捕捞许可证编号：（琼
临）船捕（2019）FZ-200001号，声
明作废。
●琼海市粮油总公司遗失琼海市
建设工程规划临时许可证，编号为
[2013]196，特此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通 知

减资注销

解除房地产买卖合同的通知
符云雄先生：
本人陈志成与符山、李若姫就南方
国际大厦A座一、二层在2018年
2月6日与你签订了《房地产买卖
合同》。因你严重逾期支付购房款
项，我方在2020年9月16日再次
寄出《催款函》通知你十日内支付
剩余款项，但你仍未支付任何款
项。现特此通知《房地产买卖合
同》因你严重逾期付款而导致解
除，限你方三十日内清空场地并全
部搬离。如超过期限仍未搬离，我
方将按照每平米100元的价格开
始计收场地的占有使用费，并不排
除通过诉讼方式解决后续问题。
望你方审慎待之。特此通知！

陈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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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贸临街商业7000平整栋出售送
空中花园。面议18084671201

出售

国贸3房高回报低首付66661188

精装房特价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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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 明
本人自2017年2月15日起，未再
参与海口运诚建材有限公司的经
营管理及分红，之后公司所发生、
存在、潜在的一切义务、债务、责任
均与本人无关。特此声明

声明人:周建伟

独栋楼出售

声明

广告·热线：66810888

国庆中秋双节假期迎来今年的游客

高峰，到海南“旅游+免税购物”，正成为

当下国内游客“出行潮”最具热度的选择

之一。

据悉，为迎接热情高涨的“双节”来琼

旅客，免税店推出了一系列劲爆活动与特

色服务。同时，10月1日-10月5日，由海

口市人民政府指导，海口市商务局、东方

环球会展集团联合主办的“畅享自贸港

品味新海口——2020 海口消费品展览

会”在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办。

其中，作为2020海口消费品展览会的

承办方之一，高培C位亮相2020海口消费

品展览会的孕婴童展区。现场打造通过

看、听、闻、尝、玩等全方位体验方式，让海

南本地市民及旅客在欢快体验中感受高培

臻爱1871原生态牧场的魅力，品鉴新西兰

草饲奶源的纯净香浓。同时，更有多场促

销及互动活动接踵登场，并配送精致的新

客大礼包，满足来岛旅客对国际名品奶粉

的购买需求。

此次消费展，高培携系列产品闪亮登

场，展现品牌致力于满足婴幼儿、儿童、孕

产妇等不同群体的健康需求与营养支

持。其中，高培旗下拳头产品高培臻爱草

饲奶粉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已成为免

税店畅销品牌。

高培臻爱草饲奶粉甄选新西兰怀卡

托臻爱1871原生态牧场的草饲奶源，这

里是优秀的“黄金奶源带”之一，世代奶

农顺应奶牛天性，遵循自由放牧的方式，

奶牛青草喂养，每天仅挤奶2次。目前，

高培臻爱甄选的草饲奶源已获得新西兰

官方AsureQuality权威草饲认证。从牧

草质量到奶牛放养等均有严格的草饲标

准，经第三方权威机构严格把控。

高培作为海南总部经济企业——海

南国健集团旗下品牌，该集团历经20年

稳健发展，已成为一家集研发、生产、销

售、贸易及服务为一体的现代化国际集

团企业，国际国内控股子公司10家，并

与知名的乳制品加工企业和出口企业新

西兰恒天然集团建立了长期的战略合作

关系，形成以国外国内双工厂，母婴连

锁、免税店、跨境电商等多渠道发展的全

产业链。

高培不仅用精品品质获得了消费者

的认可，同时也树立起在自贸港众多国际

品牌发展中的一面旗帜。作为进驻海南

自贸港的国际奶粉品牌，积极探索符合新

时代的发展模式，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

产品和服务，为助力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为

世界的国际消费品中心添砖加瓦。

（活动详情以现场咨询为准）

来自贸港 买国际名品
——高培臻爱草饲奶粉向游客展现精品魅力

本报海口9月30日讯（记者王黎
刚）经过一个多月的绿茵大比拼，由国
家体育总局主办的“全民健身 健康中
国”全国县域社会足球赛事活动（海南
省）近日结束。

最终，获得五人制足球赛定安、
乐东、屯昌赛区冠军的分别是春仁建
工队、莺歌海队和昌腾队。获得七人
制足球赛三亚、澄迈、白沙、琼中赛区
冠军的分别是海南金臣海浪足球俱
乐部、世港水利集团队、新凌峰足球
俱乐部队和乌石UFC队。海南师范
大学队、海南南葛队和三亚回新蓝队
分别获得了沙滩足球赛海口、万宁和
三亚赛区的冠军。获得十一人制海
口赛区和儋州赛区冠军的分别是红
色战车队和易顺地产拖拉机俱乐部。

本次活动分别在定安、乐东、屯

昌、白沙、澄迈、琼中、三亚、海口、万
宁、儋州等10个市县举办，共设五人
制足球赛、七人制足球赛、沙滩足球
赛、十一人足球赛和全国业余足球教
练员培训班等项目。本次赛事活动
共有90支队伍约1800名运动员参
加，举行了近200场比赛，到场观赛
的观众约30000人。同时举办3期
教练员培训班，共有118名学员参加
培训，其中101名学员考核通过。

省旅文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
活动是为了积极响应国家体育总局的
号召，贯彻落实《体育强国建设纲要》
《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中
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国足球
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年）》中
足球相关的工作任务要求，大力开展
群众性足球运动，增加足球人口，推广

足球文化，进一步普及足球运动。
省足协相关负责人说，这是我省

第一次举办涵盖五人制、七人制、沙
足和十一人制的比赛，在省内多个市
县举行，让喜欢玩“小场”的、踢“大场”
的、钟情于“沙足”的业余足球爱好者
各取所需。比赛对推动我省足球文
化的基础性工作，提高海南业余足球
运动水平，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
促进全民健身活动蓬勃开展具有重
要的意义。

乐东赛区承办了五人制的比赛，
乐东足球氛围较浓，但很少举办省级
比赛。乐东莺歌海队的陈晓磊对乐
东能举办这项比赛感到很开心。他
说，以往乐东不少球队经常“做客”三
亚参加比赛。这次乐东的足球“发烧
友”能在家门口感受省级大赛的氛

围，要不是限制参赛球队的数量，乐
东赛区能吸引几十支当地球队报名。

本次活动的沙滩足球赛在海口、
万宁和三亚举行。沙足国脚、万宁人
王存得参加了万宁赛区的比赛。王
存得认为，这项比赛的举办对推动海
南沙足运动的发展大有益处，让海南
足球爱好者感受沙滩足球的激情和
魅力。海南四面环海、气候宜人，适
合发展沙滩足球+旅游。万宁礼纪队
教练吴松柏说，礼纪队队员都是万宁
礼纪本地人，是第一次参加沙滩足球
赛，踢了两场比赛后大家都感觉沙滩
足球很有意思，能和旅游紧密地结合
起来，万宁的石梅湾、南燕湾适合开
展沙滩足球运动。希望省足协以后
能多在万宁举办沙滩足球赛，通过沙
滩足球运动带动万宁旅游业的发展。

扩大足球影响力 吸引更多人踢球
全国县域社会足球赛事活动（海南省）比赛收兵

关注海南足球

本报海口9月30日讯（记者张
期望）9月29日晚，现代抗疫纪实琼
剧《最美逆行者》在海口市美兰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首演，该剧生动再现
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的抗疫故
事，以此致敬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
人员，弘扬抗疫精神。

该剧讲述了在汹涌的疫情面前，
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医护人员不畏牺
牲，投入抗疫一线，筑起了一道道平安
长城的感人故事。其中，医生丈夫舍
小家为大家、货车司机护送瓜菜赶赴

湖北、无名群众向民警捐赠口罩、老人
委托民警捐款、父亲去世却无法送终
等等感人剧情逐一上演，令不少观众
潸然泪下。该剧由张雁编剧，吴多克
执导，吴鸿娜、钟亚宇、陈德宝、吴云
英、王召斌、符小玉、钱光仁等人主演。

“以琼剧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艺
术形式讲述、传播逆行者的故事，让本
土观众走近抗疫英雄，聆听他们的故
事，很感动。”观众韦盛龙说。

琼剧《最美逆行者》首演活动由美
兰区旅游和文化体育局主办。

琼剧《最美逆行者》首演
以本土艺术形式再现感人抗疫故事 阿扎伦卡

止步法网第二轮

9月30日，在法国巴黎
进行的2020年法国网球公
开赛女单第二轮比赛中，白
俄罗斯选手阿扎伦卡以0比
2不敌斯洛伐克选手施米德
洛娃，止步第二轮。

突围阿扎伦卡在比赛中
回球。

新华社发

省健美精英赛在东方举行
本报八所 9月 30日电 （见习记者刘婧姝

肖开刚）9月 30日下午，2020年海南省健美健
身精英赛在东方市市民休闲广场举行，此次赛
事吸引了来自省内约 300 名健美健身运动员
参加。

本次比赛持续两天，9月30日决出各个组别
前三名。10月1日晚，将进行总决赛。

临高举办文艺晚会迎国庆
本报临城9月30日电（记者张文君 特约记

者刘彬宇）9月29日晚，临高在临高中学中山纪
念堂举办“我和我的祖国”文艺晚会。1000多人
前来参观晚会，表达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

据了解，本次晚会分为春潮、激情篇，江魂、豪
情篇，花信、温情篇，温情、深情篇，共4个篇章，共
16个节目，有歌伴舞、舞蹈、相声、独唱、人偶唱腔、
口技等多种表演。

増彩“一带一路”、助力海南自贸港
书法作品展在五指山市举行

140多件作品参展
本报讯 9月29日上午，増彩“一带一路”、助

力海南自贸港书法作品展在五指山中广文博文化
中心开幕。

此次展览共邀请了我省书协主席团、顾问，理
事会成员，骨干创作作者等140多件作品参加。
作品格调高雅，风格各异，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书
法家们通过生辉的笔墨，集中反映“一带一路”沿
线省市区人们的经济、文化建设，人文风情，以及
海南经济社会发展、风光风情等，讴歌海南自贸港
建设成就，赞美海南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人文风情，
表达了他们对“一带一路”战略和海南自贸港建设
的美好祝愿。

此次书法展览为五指山市献上了一场文化
大餐，书法家们带着浓浓的深情来到五指山，充
分体现了广大艺术家们“艺术为人民”的高尚情
怀。展览由海南省书画院、海南省书法家协会、五
指山市委宣传部主办。 （晓雯）

图为沙足选手在比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