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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为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全资子公司，因事
业发展需要，现面向社会招聘工作人员2名，诚邀优秀人士加盟！

一、招聘岗位、职数。会计1名、出纳1名
二、基本要求。（一）年龄30周岁以下（条件优异者可放宽至35

周岁）；（二）具备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会计或财务管理相关专
业，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者优先考虑；（三）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品行端正，事业心和责任感强；（四）思想进步，无违法违纪行为；身
体健康，能吃苦耐劳，能承受较大工作压力。

三、岗位职责。（一）会计。1、及时准确开具增值税发票，登记开
票汇总表，按时归档，保管相关单据；2、负责税务登记、申购发票、纳
税申报、统计局报表；3、处理一般纳税人全盘账务；4、负责领导安排
的其他事项。

（二）出纳。1、负责日常收支的管理和核对；2、负责多种经营业
务收款认账及做好未认账款项的登记；3、负责收集和初审原始凭

证，保证报销手续及原始单据的合法性、准确性；4、负责登记银行存
款日记账，按时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5、负责领导安排的其他
事项。

四、报名方式。（一）请有意向者向我司索要《海南报业发行有限
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应聘报名表》认真填写，发送邮件至hndai-
ly_fx@163.com。报名时请注意明确应聘岗位，并附上个人身份
证、毕业证、职称证、获奖证书等相关证书及材料。（二）报名截止时
间为2020年11月13日。

五、录用程序。按照报名、资格审查、面试、笔试、体检、审批等
程序，择优聘用。

六、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行政管理部
联系电话：0898-66810745（王女士）

0898-66810227（黄女士）

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招聘公告

因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项目的建设需要，拟征收土地23546.44
亩，征收范围北起天角潭，东至打可洛-高根头-南洋-江茂，南至侨
植农场三队-联昌-两院试验农场七队，西至西庆农场二十四队-西
庆农场二十二队-牛场-猴子山，分别涉及那大镇、大成镇、东成镇、海
胶西联公司、西联农场公司、海胶西培公司、西培农场公司和侨植农
场（见附图）。现对上述范围内的土地上的坟墓进行认领、搬迁工作，
经核查，目前尚有无人认领及未搬迁的坟墓。为顺利开展工作，现就
有关坟墓认领及搬迁事宜公告如下：请涉及该范围内的坟主自本公
告公布之日起30日内，尽快与项目工作组联系，对坟墓进行认领，并
办理坟墓搬迁事宜。逾期不联系或不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无主坟，
将由征地相关单位按无主坟处理，特此公告。

西联海胶公司联系人：王学达；联系电话:13518035508；
西联农场公司联系人：冯少威；联系电话：13976296598；
西培海胶公司联系人：孙壮华；联系电话：13637617032；
西培农场联系人：王学斌；联系电话：13036052066；
侨植农场联系人：沈锦书；
联系电话：13976580528；
东成镇联系人：李仲豹；
联系电话：13036053718；
大成镇联系人：潘再征；
联系电话：13698946125；
那大镇联系人：陈馔；
联系电话：13976294497

儋州市土地和房屋征收局
2020年11月6日

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项目

坟墓认领及搬迁公告

遗失声明
万宁东方锆钛工业有限公司
91469006735800471P 因保管不
善遗失公章、法定代表人章、财务专
用章、合同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万宁万城会川快餐店不慎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证号：
JY24690061300377,声明作废。
●文昌新风张亮麻辣烫店不慎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24690051615997，特此声
明作废。
●洋浦民安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J6410010196201，声明作废。

合同解除公告
城城不动产管理有限公司海口分
公司：因你公司违约现公告解除你
我 合 同 关 系 ，合 同 编 号 为
4601SJ2007230155554号。

恒大外滩4栋2722房业主

●谢容生2019年10月遗失旧居
民 身 份 证 ，身 份 证 号 ：
460100197611165713，（期限截
止2027年），特此声明作废。
●万宁兴隆怡兴副食品贸易商行
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衣君遗失中南西海岸B8-2607
号房购房收据一份，编号:N0
0060844，金额:10000 元 ,声明
作废。
●衣君遗失中南西海岸B8-2607
号房购房收据一份，编号:N0
0087161，金额:265218元 ,声明
作废。
●东方东海南旺商行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海南睿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中国电信集团系统集成有限责
任公司海南分公司公章损坏，现声
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定安福园寻找老客户
原定安福园公墓已由海南荣承接管
更名为忆庐生命文化纪念园，期盼老
客户和我们联系4000-600-992

供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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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3876833603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海
口
发
行
站

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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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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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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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万让2016-19号
地块

地块位置

位于东线高速石梅湾出入口
处铁路和高速公路中间地段

面积

5.2582公顷
（合78.87亩）

出让
年限

40年

土地
用途

旅馆用地

规划指标

容积率≤0.72建筑密度≤30%
绿地率≥40%建筑限高≤30米

挂牌起始价
（万元）

8729

竞买保证金
（万元）

5238

二、竞买人资格及竞买要求：1、竞买人资格：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
可申请参加挂牌。属境外机构和个人（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
的，按照规定需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
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竞买。失信被执
行人不得参加本次项目竞买。2、竞买人要求：凡在万宁市境内已取得建
设用地使用权满二年以上未投入开发建设造成土地闲置的，或者拖欠土
地出让金未缴的，均不具备竞买人条件。竞买人需在签订《成交确认书》
后与万宁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
入协议》，并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
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参加竞买者请到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办公大楼用途管制和耕保组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
理大厅3号窗口查询和购取《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
册》，并按挂牌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缴交竞买保证金及报名
时间：2020年11月10日—2020年12月8日17：00（以竞买保证金实际
到账为准）。五、竞买保证金：竞买人须足额支付竞买保证金，挂牌成交
后，该竞买保证金转作部分土地出让金。六、资格确认：经审查，申请人
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在 2020年12月 8日17:30前
确认其竞买资格。七、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挂牌时间：起始时间：2020
年1212月 1 日 8:30 时，截止时间：2020年 12 月 10 日 10:00 时；挂牌
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
行。本次竞买活动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

他方式报价。受理报名、报价时间：报名报价期限内上午8:30至11:
30 ，下午14：30至17：30(节假日除外)。本公告所指时间均为北京时
间。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1、该地块已经达到下列净地条件：安置补
偿落实到位，土地权利清晰；不存在土壤污染，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确
认通水、通电、通路等，完成土地平整，具备动工开发必须的条件；已完成
地上附着物清表，地上附着物已补偿到位，无法律经济纠纷。2、土地出
让控制指标：旅馆用地投资强度指标应为≥300万元/亩，年度产值指标应
为≥350万元/亩。项目达产时间为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
3年内。以上出让指标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
该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3、根据《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海南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2019年推进装配式建筑有
关工作事项的通知》（琼建科〔2019〕137号）等文件要求，总建筑面积在5
万平方米及以上或单体建筑面积在3万平方米及以上的公共建筑应采用
装配式方式建造。4、竞买成交当场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30日内与我
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约定开工，涉及水务、绿化、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和设
计施工等应符合国家、海南省的有关规定。九、本次挂牌事项如有变更，
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十、咨询方式：联系地址：万宁市万城镇望海大道
南侧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或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
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0898-62217899 联 系 人：陈先生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http://www.landchina.com

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1月9日

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万宁市人民政府批准，万宁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海南中宇慧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各股东及董事会、监事、王
大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海南中宇慧通小额贷款股
份有限公司》的相关规定，北京金成睿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召集人
召集召开海南中宇慧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2020年临时股东大会，兹定于2020年12月1日9:00在海
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国贸大道56号北京大厦19层D室召开2020
年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一、召开会议的基本
情况：1.股东大会类型：2020年临时股东大会；2.股东大会召集
人：北京金成睿科技有限公司；3.会议召开方式和投票方式：本次
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的形式召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
4.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召开日期和时间：2020年
12月1日上午9:00。召开地点：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国贸大道
56号北京大厦19层D室。二、会议审议事项：1.审议免除王大春

的董事长职务及董事职务；2.审议选举董事会刘志国担任董事长
职务；3.审议同意范金燕辞去董事职务；4.审议重新选任两名董
事成为公司董事会成员；5.审议决定公司2021年的经营方针及
计划；6.关于审议变更公司办公地点；7.审议关于王大春返还公
章的问题。三、会议出席对象：参会人员：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因
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请书面委托其他人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
权。列席人员：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四、其他事项：1.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
地点，并携带相关证明文件等，以便签到入场；2.与会股东的交
通 、食 宿 等 费 用 自 理 ；3. 会 议 联 系 人 ：刘 志 宇 ，电 话 ：
13701240122，电子邮箱：liuzhiyu888@126.com。

特此通知。
北京金成睿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8日

关于召集召开海南中宇慧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新华社山东威海 11月 8日电
（记者苏斌 张旭东）随着2020国际
乒联女子世界杯8日开打，受疫情影
响的国际乒乓球赛事时隔8个月宣
告归来。国际乒联首席执行官史蒂
夫·丹顿为此感到开心激动，他向中
国为赛事重启付出的努力表达感谢。

本次女子世界杯共有来自 15
个国家和地区的21名选手参赛，当
日进行了小组赛较量。美国华裔运
动员张安对阵乌克兰选手佩索茨卡
的比赛第一分过后，丹顿与中国乒
协主席刘国梁，以及双方工作团队
成员共同起身击掌，庆祝国际乒乓
球赛事重启。

丹顿认为，工作团队此前没有疫
情防控相关经验，从其他恢复举办的
体育赛事里学习到了很多东西。“今
天打了第一球，我们就放松了一点，
但还有三个多星期，所以我们不能那
么放松。”

女子世界杯是国际乒联重启系
列赛事的第一项，之后还有男子世界
杯以及在郑州举行的国际乒联总决
赛，而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澳门赛
也将于本月下旬举行。

“最想感谢的是中国。”丹顿还感
谢了中国乒协、威海和郑州当地组委
会以及国际乒联团队。“我们还有很
多需要努力的地方，肯定没有那么轻
松，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丹顿表示，尽管一些职业赛事和
国内比赛恢复举办，但奥运项目恢复
的赛事不多，也不能做到不同国家和
地区的运动员集中到一个地方参
赛。他为乒乓球赛事重启感到骄傲，
一度动容落泪。

丹顿认为，这有助于提升乒乓球
运动在国际体坛的影响力。“希望看
到比赛的人多多支持乒乓球的未来
发展，看到我们和中国为比赛恢复做
了这么大的努力。”他说。

国际乒球大赛重燃战火
女子世界杯威海开打，国际乒联首席执行官感谢中国付出

“奔跑海南”2020环岛全民健跑活动
琼海站11月21日开跑

今起开始报名
本报嘉积11月8日电（记者刘梦晓）11月

21日，以“寻梦万泉河·畅享新生活”为口号的“奔
跑海南”2020环岛全民健跑活动琼海站，将在琼
海市万泉河文化广场举办。活动报名从11月9
日起，截止至11月17日，免费报名。

11月21日，“奔跑海南”2020环岛全民健跑
活动琼海站将在万泉河文化广场举办，以全民健
跑的形式，挖掘琼海城市文化内涵，生动地诠释城
市之美，带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营造健康、积极
的城市文化氛围，展示城市形象及经济社会发展
面貌，体现琼海人民共同用行动奋进新时代，共同
建设“美好新海南”的精气神。

据悉，此次全民健跑活动设置了个人10公里
组、个人5公里组、情侣5公里组、亲子5公里组等
组别，总规模1500人。其中个人10公里组男、女
分别录取前10名，发放500元至3000元不等的
奖金。选手报名可通过登陆“海报文体”官方网站
http：//hndaily.saihuitong.com/进行报名，或
关注“奔跑海南融媒平台”微信公众号，进入报名
链接进行报名。团队大量报名可通过线下联系组
委会填写报名表进行报名。

此次是琼海市第三次举办全民健跑活动，由省总
工会、省旅文厅、琼海市政府和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本报海口11月8日讯（记者赵
优 尤梦瑜）11月7日，第33届中国电
影金鸡奖组委会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
会，公布主视觉海报和提名者入围名
单。海南脱贫攻坚题材影片《幸福的
滋味》榜上有名，获最佳音乐提名。

《幸福的滋味》以海南脱贫攻坚
为背景，振兴乡村经济创新模式共享
农庄为主题，以大学生返乡创业、企
业家回报家乡、干部精准扶贫为主
线，讲述新时代海南农村年轻一代在
脱贫攻坚中有关亲情、爱情、友情的

动人故事。该片在2019年 11月曾
入选第28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国产
新片展，如今又在第33届金鸡奖参
评的157部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最
佳音乐提名奖。

《幸福的滋味》故事发生地和拍摄
地均在海南，是由一流团队创作拍摄。
担任该片电影音乐创作的刘思军，为著
名作曲家，曾多次获金鸡奖提名，参与
70余部影视音乐创作，其中包括电影
《红河》《天狗》《鲁迅》以及电视剧《黎明
之前》《媳妇的美好时代》等。

海南影片《幸福的滋味》
获金鸡奖最佳音乐提名

《
幸
福
的
滋
味
》
海
报

中国南北雕塑展海口开幕
80件雕塑精品展示艺术之美

本报海口11月8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郑晓）11月8日上午，2020第七届中国南北雕塑
展在省博物馆开幕。来自全国南北多地的数十位
雕塑家带来80件雕塑精品齐齐亮相椰城海口。

此次展览展出的作品呈现多样化的表现形式与
艺术风格，既充分展现雕塑家的艺术个性，又彰显了
地域间不同文化传统、不同文化传承所呈现出雕塑语
言的差异性与多样性。例如着墨于人文历史、古今名
人的，有曹春生的《聂耳》、吴为山的《航海家郑和》
等；讴歌新中国劳动者丰采的，有张得蒂的《日日夜
夜》、张润凯的《泰山挑山工》等；耐人寻味的抽象雕塑
有黎日晃的《海韵》、傅中望的《镜面7#》等；表现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有何鄂的《鸟语》、许鸿飞的《争食》
等；寄景抒怀的作品，有景育民的《高山流水》、马辉的
《寻道-江上》等；歌颂祖国与家乡，憧憬美好未来的作
品，有陈学博的《一带一路》、万莉的《CHINA，CHI-
NA》等；还有许多彰显地域文化和民族风情的作品，
如《黎族美孚少女》《阿妈的微笑》等。

海南省雕塑艺术学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
的南北雕塑艺术家们用自己的雕塑作品讴歌新时
代，用明德引领新风尚，学会积极推动此次展览落
地海南，旨在为海南自贸港文化建设增添亮色，让
更多公众了解雕塑文化，感受形塑之美。

展览将持续至11月18日，公众可前往海南
省博物馆免费参观。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通讯员 李心茹

金秋十月，游客在万宁日月湾冲
浪，踢沙滩足球；在定安南丽湖体验皮
划艇；在文昌淇水湾玩转沙滩排球；在
临高角丈量海岸线。2020海南亲水
运动季“浪迹南海”主题月内容精彩纷
呈，打响“水上+沙滩”两张王牌。

打响城市品牌
2020海南亲水运动季国家冲浪

队开放日活动10月31日在万宁日
月湾举行，岸上教学、海上体验等冲
浪培训吸引市民游客驻足围观，掀起
一波冲浪运动热潮。据国家冲浪队
总教练马福来介绍，国家冲浪队开放
日活动的举办旨在让市民游客更深
入地了解国家冲浪队及冲浪运动。

万宁日月湾多年来持续举办的
国际、国内冲浪大赛，每年都吸引着
世界各地的专业选手前来参赛，而
海南亲水运动季兴起后，冲浪这项

时尚运动也走进了普通爱好者的生
活，万宁冲浪胜地的声名也从专业
领域传播到了社会大众。万宁市旅
文局局长吴少雄表示，万宁每年以
海南亲水运动季为契机举办国家冲
浪队开放日活动，促进了冲浪运动
的普及和发展，也宣传了万宁丰富
的旅游资源。

为三亚亚沙会预热
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将于

2021 年 4月 2日至 10日在三亚举
行，作为海南体育旅游的品牌活动，
亲水运动季积极开展沙滩运动，为亚
沙会做好预热。

10月，在文昌淇水湾进行沙滩
排球邀请赛，在万宁月亮湾踢沙滩足
球，市民游客在沙滩上挥汗、奔跑，不
亦乐乎。海南亲水运动季沙滩足球
挑战赛设有沙滩足球九宫格射门、沙
滩足球技巧竞速和沙滩足球颠球活
动等配套体验项目，吸引众多市民游

客互动体验。
海南亲水运动季为亚沙会营造

氛围，同时也以亚沙会为契机，借助
海南优质的沙滩资源，结合各市县特
色，因地制宜地开展沙滩运动项目，
优化沙滩运动空间布局，促进沙滩运
动形成“一市县一品一特色”的格局。

将专业水上运动推向大众
在万宁日月湾举行的2020海南

亲水运动季国家冲浪队开放日活动，
有不少参与者是日月湾冲浪的常客
和老玩家，冲浪运动吸引着五湖四海
的爱好者到访日月湾。

日月湾的冲浪不仅深受“发烧
友”追捧，还逐渐“破圈化”发展。
近几年，明星综艺节目《夏日冲浪
店》《一起打卡吧》等相继在日月湾
取景播出，日月湾已成为新晋网红
打卡地，冲浪也逐渐成为时尚旅行
的生活方式。

（本报海口11月8日讯）

日月湾尽情冲浪，淇水湾打沙滩排球，南丽湖体验皮划艇

海南亲水运动季主题月精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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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队张安在比
赛中回球。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