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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福原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00000563981343）
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合
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海南华海鑫防水防腐工程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公章、法人章（陈冰雪）
和财务章，现声明作废。
●严文泰遗失座落于海口市白龙
乡晋江村155号的国有土地使用
证,证号:海口市国用 (98)第字
41892号,声明作废。
●海南海宇锡板工业有限公司的
公章破损、合同专用章破损、财务
专用章破损、发票专用章破损，声
明作废。
●儋州金园宝实业有限公司遗失
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树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法人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海南永敬堂药业连锁经营有限

公司三亚干沟分店不慎遗失食品

经 营 许 可 证 正 本 ，证 号 为 ：

91460200051057867L，声 明 作

废。

● 符 景 超 ( 身 份 证 ：

460003198207064636)遗失渔业

船舶职务船员证书,证件号：C11-

011357(三级船长)，声明作废。

● 符 明 贤 （ 身 份 证 ：

460003198607184637）遗失渔业

船舶职务船员证书，证件号：C11-

011393(三级船长)，声明作废。

● 符 定 富 （ 身 份 证 ：

46000319830618465X）遗失渔业

船舶职务船员证书，证件号：C11-

011512(三级船长)，声明作废。

●贾春芝不慎遗失准予迁入证证

号为:琼准字00596205，现声明作

废。

●海南昌源水产品有限公司遗失

公司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公告
北京第二水泥管厂：
我司与贵厂1988年6月注册成立
了海口京海水泥制品厂。鉴于贵
厂多年不予我司联系，已影响到海
口京海水泥制品厂的管理。由于
海口京海水泥制品厂被列入“僵尸
企业”，按海南省及海口市相关政
策，我司已启动注销工作。为加快
推进“僵尸企业”注销工作，我司作
为股东之一，通过公告形式向贵厂
发出通知。请于登报之日起15天
内与我司联系，并积极配办理注销
事宜。特此公告。联系电话：
0898-66160351邓女士。

海口市市政建设工程公司
2020年10月14日

400米处，东、南至鱼塘，西至新丰

村水田，北至胶林。项目用地范围

的坟墓均需搬迁，请地块内坟墓的

坟主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7天内，

与南坤镇海胶中坤分公司经营管

理部（陈学能，13368962033）联系

认领，逾期当无主坟处理。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中坤分公司

2020年10月14日

分立公告
海南飞利药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60万元）拟存续分立为海南飞利

药业有限公司（存续公司，注册资

本360万元）和海南苗祖药业有限

公司（新设公司，注册资本200万

元），本公司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

起四十五日内要求清偿债务或提

供相应担保，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

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分

立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特此公告

海南飞利药业有限公司

更正说明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于2020年9月29日在《海

南日报》A15版刊登的《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琼自然资告字2020）10号因排版

挤压导致表格内建筑高度数据错

误，现予以更正为“建筑高度≤45
米”。原公告其他事项不变。

●儋州金园宝实业有限公司因公
章破损，声明作废。
●海南菁华药品连锁经营有限公
司儋州马井新民路分店遗失药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证 号 ：琼
CB1700316，声明作废。
●东方城东恒顺商行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90070000776，声明作废。
●吴声华不慎遗失座落于东方市
四更镇四南村委会的土地证，证
号：东方集用（2012）第 116931
号，声明作废。
●海口泮边旅游度假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声明作废。
●博鳌镇中南村委会后岭村小组
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
废。
●权利人为海口市灵山镇电白南
经济合作社，遗失坐落于美兰区灵
山镇新岛村委会的集体土地所有
权证，证号为海口市集有2004第
019845号,声明作废。
●海南树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房 产

招 租

公示
我处已受理余勃等人申请办理余
道丰遗产继承公证。经我处核实，
余道丰生前与其配偶余冯氏共同
拥有位于陵水县陵城镇长仔坡的
土地使用权一块，即《国有土地使
用证》证号:陵国用(陵城)字第
02185号。余道丰、余冯氏均在国
外去世，其法定继承人为余剑、余
勃、余艳。凡对上述遗产继承有异
议者，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七日内
向我处提出，如逾期不主张，其法
律责任自行承担。
地址:陵水黎族自治县司法局一楼
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电话：0898-
83324148,联系人：陈儒勇。

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公证处
二○二○年十月十一日

迁坟公告
根据海南省农垦控股集团的规划，
海南农垦坤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拟在我司中坤34队地界范围内建
设生猪养殖项目，该项目为屯昌县
重点推进项目。项目使用土地范
围位于中坤 34队居民点西北侧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608908509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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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贸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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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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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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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10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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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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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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 15338978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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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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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昌 13907518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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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公告类信息：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可实现移动端阅读和转发。 服务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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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湾演艺中心东西附楼招租
现有海口湾演艺中心东西附楼，东

西附楼总面积为8844.68m2，规划

用途为办公，现对外进行招租，可

分租，价格面议，有意者请联系

梁 先 生 15348874016、符 女 士

18907668809

海口市国贸龙昆北路办公室出租，

面积960平方米。1390758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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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甸岛四东路民生大厦
整栋招租，价格面议，联系人：

蔡先生18889271930
王女士15289965262

美兰区临街高端别墅 占地2亩，
独栋595m21300万18084671201

广告·热线：66810888

新华社西安10月 13日电 （记
者杨一苗 蔡馨逸）讲述一对青年人
自我救赎的电影《黄猫》，在此间举行
的第七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上，成
为特别推荐影片之一。

10月 11 日至 16日，第七届丝
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陕西省西安市
举行。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间电影行业交流日渐频繁，一大批
故事片、纪录片及动画片在合作中
创作完成，电影艺术正成为沿线国
家文化交流的光影“大使”。《黄猫》
由哈萨克斯坦与法国合拍。同时获
得特别推荐影片的，还有伊朗与挪
威合拍的《无光的阴影》、德国与俄
罗斯等国合拍的《波斯语课》等16
部影片。

本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的特别
推荐影片，是多国的专业电影人从来
自116个国家和地区的3500多部作
品中选出的。伊朗导演、两届奥斯卡
最佳外语片得主阿斯哈·法哈蒂是电
影节推荐团艺术总监，他通过网络连
线的方式表达了这些影片的推荐理
由：“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
电影因为电影节聚在了一起，它们呈
现出不同的方式和风格，具有丰富的
多样性。”

受疫情影响，本届电影节邀请的
海外电影界专业人士，均以线上的方
式参会，但这并未影响他们的参与热
情。波兰导演玛高扎塔·施莫夫兹卡
说：“我花了两周的时间尽情观赏这些
影片，它们题材丰富、风格多元，从中
可以发现一些质量很高、艺术感很强
的影片。”

中国与意大利已经进行了多次
电影合拍及引进方面的合作。意大

利、中国、比利时合拍片《咖啡风暴》
以咖啡为线索，串联起三个国家不同
文化下的人文情怀。意大利喜剧电
影《重生小确幸》也宣布将在中国内
地上映。

意大利电影音像和多媒体工业协

会国际业务部主任罗伯特·斯塔比勒
说，电影是合作的桥梁，我们选择了多
部优秀的意大利影片在中国线上参
展，也希望在意大利能看到更多的中
国电影。

电影节不仅是国内外专业人士

交流的平台，也为中国的普通观众提
供了感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电影风采的机会。在本届电影节
展映单元，500余部国内外优秀影片
在户外广场、电影院线和线上平台与
观众见面。其中，影院展映影片102

部，70%以上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

同中国一样，今年各国电影市场
都明显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对
此，不少电影界人士期待在合作中实
现产业的转型升级。

第七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上500余部国内外优秀影片与观众见面

电影成为“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大使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记者
郑直 林德韧）CBA联盟12日在京举
行2020-2021赛季新闻发布会，正式
宣布新赛季将于10月17日在浙江省
诸暨市开战。其中，常规赛第一阶段
将采取赛会制，于10月17日至11月
14日在诸暨市举行。

中国篮协主席、CBA联盟董事
长姚明在致辞时表示，在疫情防控
常态化形势下，在CBA联赛经历了
2.0时代第一年的初体验后，即将开
始的 2020-2021 赛季，必须以更加
严谨、求实的态度去做好联赛的疫
情防控工作，保证能够安全、顺利
地进行。同时，中国篮协也一定会
充分发挥好CBA联赛的龙头作用，
带动中国篮球各项事业的全面深
入发展。

CBA联盟首席执行官张雄介绍
了 2020-2021 赛季 CBA 联赛的诸
多变化。新赛季 CBA 联赛常规赛
共设 56 轮、560 场比赛，将创下
CBA联赛 26年历史上单赛季常规
赛场次的新纪录。20支参赛球队将
根据2019-2020赛季的最终排名蛇

形排列分为两组、每组 10 支球队
（其中八一队待定），组内四循环、不
同组间双循环，最终常规赛排名前
12的球队晋级季后赛。常规赛计划
于 5月中旬结束，总决赛计划最晚
于5月下旬结束。

鉴于目前国内疫情防控常态化
形势，以及国际篮联拟于2020年11
月和2021年2月推出国际比赛窗口
期等情况，新赛季CBA联赛将分阶
段进行，其中常规赛第一阶段确定
采取赛会制，将在诸暨市的暨阳学
院体育馆和海亮教育园体育馆举行
前12轮共120场比赛。揭幕战将于
10月17日举行，由上赛季总冠军广
东东莞对阵浙江稠州。后续阶段的
比赛，将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变化和
国家相关政策要求，决定是否转为
主客场制。

CBA联盟当日同时公布了新赛季
的品牌主张“不负所爱”。联盟表示，这
一主张，是所有CBA人不辜负自己对
篮球事业的热爱、不辜负全国球迷的期
待，也是对上赛季“敢梦敢当”宣言的升
华，更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

新赛季CBA联赛17日开赛
单赛季常规赛场次创新纪录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2020年全国沙滩排球精英赛平
潭站和启东站比赛近日结束，海南
体育职业学院女子沙排队林美媚/
谢虹组合在国家队参赛的情况下，
获得了两个季军。信心足、体能好、
男女队同场训练，是她俩能在国内
女子沙排界异军突起的关键。

平潭站和启东站比赛密度较大，
一支球队一天最少要参加两场高强度
的比赛，有的队还要打3场比赛，没有
充沛的体能，无法角逐这类高密度的比
赛。海南沙排女队主教练黄春妹透露，
今年3月16日，海南沙滩排球队开始
进行封闭式集训。在近半年的集训期

间，如何提高体能是球队的重中之重。
海南体职院这几年非常重视各

运动队的体能训练，派专人进队训练
队员的体能。海南沙排女队的体能训
练以小力量为主，训练花样比较多，例
如采用瑞士球、哑铃和橡皮条等辅助
工具，主要提高球员的踝关节、膝关
节等处的爆发力。此外，海南女沙队
队员每天都要在沙地上进行高强度
的蛙跳和快速移动。在平潭和启东
的两站比赛中，林美媚/谢虹一直保
持着充沛的体能，正是有了体能做保
证，她俩在关键时刻打得不手软。

来自文昌的林美媚23岁，乐东
姑娘谢虹刚满20岁，别看这两位姑
娘年龄不大，她俩可都有“国字号”经
历。林美媚去年一直代表国家队参
加洲际和世界巡回赛。谢虹去年入
选了国青队。

黄春妹说，林美媚和谢虹通过在
国家队的历练，多次和国外一流高手对
抗，见多识广，比赛经验丰富了不少，
特别是自信心增强了，在比赛中关键

分的争夺时敢于“下手”。林美媚身
高1.87米，谢虹身高1.75米，这对组
合的身高一改以往海南女沙身高不
占优的劣势。黄春妹说：“林美媚网
上优势较为明显，打吊结合能力较
强。谢虹防守非常顽强，拼劲足。”

今年4月，海南体职院决定实施
海南沙排队男女混练，这不是单纯
的男队员陪女队员训练，而是男女
队队员在一起进行同样的训练。黄
春妹说：“实行了几个月后，效果很
好。女队员在训练和比赛中逐渐适
应了男队员势大力沉的扣球，提高
了自己的接发球能力。男女混练则
提高了男队员们的训练积极性。”

海南女子沙排队这些年一直在
国内占据一席之地，黄春妹也曾在国
内比赛中获得过好成绩。在黄春妹
看来，海南姑娘灵敏、能吃苦，非常适
合打沙滩排球。目前，海南沙排女队
设成年队和青年队，共有12人。其
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2岁。

（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

海南林美媚/谢虹连获两站全国沙排精英赛季军

她俩是如何在沙子上
炼出“铜”的？

2020年省排球联赛落幕

文昌队逆转临高队夺冠
本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程守满）2020

年“力加杯”海南省排球联赛总决赛近日在定安县
灯光球场落下帷幕。在决赛中，文昌队在先丢两
局的情况下，通过调整战术连扳3局，以3：2的总
比分战胜临高队勇夺冠军。临高队屈居亚军，屯
昌队和海南师范大学队分列第3名和第4名。

省排球联赛深受海南群众喜爱，本届排球联
赛有来自海口、三亚、屯昌、琼海、定安、文昌、澄
迈、临高、海南大学及海南师范大学10支队伍参
赛，自9月11日开赛以来，分别在屯昌、临高、海
口、澄迈和定安进行38场鏖战。

海口市中学生篮球赛开打
35所学校60支队伍参加

本报讯 2020年海口市中学生篮球赛开幕式
12日在海南华侨中学高中部举行。本次比赛共
有来自海口市35所学校60支队伍720名学生运
动员参与，比赛从12日开始至21日结束，将在海
南华侨中学（高中部）持续进行120余场比赛。

海口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说：“我们希望通过
本次比赛恢复以往每年一度的各项中学生赛事，给
各个学校学生增添素质教育、锻炼体魄的机会。”

本次比赛分为高中男子组、高中女子组、初中
男子组和初中女子组共4个组别，各组别分别奖
励前8名。

本次比赛由海口市教育局主办、海南华侨中
学承办。 (体讯）

东京11月将办疫情来首次国际体操赛

中国队确认参加
据新华社东京10月13日电（记者王子江）

国际体操联合会主席渡边守成日前在这里表示，
东京将在11月举办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的第
一个国际体操比赛，中国队已经确定参赛。

渡边守成12日表示，这次比赛初步定于11
月8日在东京代代木第一体育馆举行，除了中国
队外，日本队、美国队和俄罗斯队三支体操强队也
将派选手参赛。

中国队领队叶振南告诉新华社记者，这将是
中国队在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参加的第一个国际比
赛。他说：“我们已经确定派队参加，现在主要的
问题是我们回国后要隔离14天，外加7天的观察
期，这对我们是个挑战。”

东京奥运会体操测试赛原计划在今年4月初
举行，因为疫情被推迟，但11月的比赛将不仅仅
是测试赛，渡边守成说，这次比赛将实施完全的防
止感染措施，毕竟这次比赛不仅仅是疫情发生以
来日本举行的第一个体操国际大赛，也是奥运会
推迟以来日本举行的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国际体育
比赛，对于东京奥运会的筹备工作具有重大的象
征意义。

C罗感染新冠病毒
为无症状感染者

新华社里斯本10月13日电（陈柏乔）葡萄
牙足协13日宣布，队中球星克·罗纳尔多（C罗）
的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因此将退出本期国家队。

据葡萄牙足协官方消息称，C罗目前状态
良好，为无症状感染者。葡萄牙男足其他队员
的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将在当日下午进行赛前
训练。

葡萄牙男足在11日的欧国联小组赛中客场
0:0战平法国队，目前正在里斯本近郊的足球城
备战14日主场迎战瑞典队的比赛。

C罗是继中超大连队旧将丰特和里昂门将洛
佩斯之后，本期葡萄牙国家队中的第三例确诊病
例。葡萄牙队原定于13日上午进行的赛前训练
和新闻发布会都因此被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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