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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步活动的路线
从五指山市三月三广场集结出发

途经三月三大道、泰翡路、太
平水库、太平村、新平村
最终到达阿陀岭的朱德亭观山点

制图/张昕

徒步路线全程
约13.5公里

高盼 何岳基刘恩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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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五指山11月10日电 （记
者谢凯 通讯员杨逸仙）海南日报记
者10日从有关部门获悉，由海南省
总工会、五指山市人民政府和海南日
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的2020年五指
山阿陀岭山地公路徒步活动将于11
月15日上午在五指山市举行，目前，
活动已进入倒计时阶段，活动各项准
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截至
10日，报名人数已达1500名，活动
参与名额在6日开启报名当天就已
满额。

地处海南中部山区的五指山市，
境内热带雨林资源分布广泛，负氧离
子含量高，被誉为“天然氧吧”。对参
与徒步活动的广大徒步爱好者来说，
是一次难得的“洗肺”之旅。自活动
报名通道开启以来，受到省内众多徒
步爱好者的关注和积极参与，他们将
带着家人和朋友参与活动，增进情感
交流，充分放松身心。五指山市市民
王雪说：“我要带亲朋好友一起参与
徒步活动，用这种方式积极参与全民
健身运动。”

活动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

次徒步活动路线经过精心设计，沿途
风光旖旎，徒步路线车流量少，参与
者可充分感受热带雨林地区的自然
风光魅力，但由于要穿越阿陀岭，活
动具有一定风险挑战性，报名参与活
动的人员要根据自身身体情况参加。

据了解，徒步活动的路线是从五
指山市三月三广场集结出发，途经三
月三大道、泰翡路、太平水库、太平
村、新平村，最终到达阿陀岭的朱德
亭观山点，徒步路线全程约13.5公
里。本次徒步活动不计成绩，参与者
在规定时间内走完全程即完成任务，
即可获得参与抽奖活动的资格。报
名参加活动的徒步爱好者，除可以免
费领取纪念T恤、抽绳背包和纪念奖
牌外，还将有机会获得由五指山水云
间文化旅游区提供的旅游大礼包，礼
包分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优秀
奖若干。其中，一等奖价值3888元
（含烤全羊、住房券、玻璃漂流票和五
指山红茶等）。

目前，报名参加活动者凭报名成
功短信可享受五指山市部分酒店住
房8折优惠。

五指山阿陀岭山地公路徒步活动本周日举行

一天内报满1500人

国际旅游岛帆板大奖赛
（东方站）落幕

本报八所11月10日电（记者肖开刚）11月
9日，2020中国大众帆板巡回赛暨第七届国际旅
游岛帆板大奖赛（以下简称WGP）东方站赛事圆
满落幕，决出了六个组别的冠军。三天激烈精彩
的比赛，也给东方的游客和市民上演了一场海上
视觉盛宴。

此次东方站比赛期间风力相对偏大，对新手
而言难度加大的同时，也给了高水平选手充分展
示的空间。

场地赛男子公开级，来自黑龙江省帆船帆板
运动协会的刘浩，六轮获得三个第一和三个第
二，最终成为该组别的冠军。场地赛女子公开级
的比赛，来自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郭丹萍实力出
众，六轮全部获得第一名，当之无愧成为冠军。
其他组别的比赛中，来自哈尔滨的宋立民获得场
地赛男子常青组第一名。障碍赛公开级的第一
名被海南中体联合水上运动俱乐部的曾龙辉收
入囊中。水翼公开级由于难度较大，在风浪较大
的情况下只进行了四轮比赛，姜佳鑫获得第一
名。张殿淳则获得了专业公开级组别的冠军。

海南省男子足球超级联赛赛事过半

陵水海师大队领跑积分榜
本报海口11月10日讯（记者王黎刚）“硕克

杯”2020年海南省男子足球超级联赛8日晚上在
省足协青训基地结束了第4轮的比赛。陵水海师
大队补时阶段连进两球，2：0绝杀三亚队，以4战
3胜1平的战绩，暂列积分榜第一。

海南韦海英队4战2胜2平、红色战车佳宁娜
队和万宁队均为4战2胜1平1负，排名紧随其后。

本届赛事共有8支球队参加，今年受疫情
影响，比赛首次不举办主客场赛制，转为举办单
循环赛会制。每周末比赛两轮，周六周日各比
赛一场。

据了解，海南省男子足球超级联赛创办于
2013年，是省内各市县组织参加的最高水平、最
为知名的海南品牌大型足球联赛，该赛事每年举
办一届，今年（2020年）为第八届。

获得本次比赛冠军的球队将赢得10万元奖金。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20全国
业余高尔夫球巡回赛·安徽站近日落
幕，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高尔夫球
队的刘恩骅3轮打出225杆（74-70-
81）高于标准杆 9 杆的佳绩，夺得
2020年业巡赛的第3个冠军。海南
体职院队在最近半年举行的全国比赛
中成绩不俗，在高尔夫球、举重和跆拳
道比赛中夺得了5个第一名。

海南高尔夫球队的刘恩骅最近半
年状态非常好，8月6日，在2020全国
业余高尔夫球巡回赛首站广东站的角
逐中，他以3轮209杆（67-72-70）的
成绩，力夺男子个人组冠军。9月24日，
他再夺2020全国业余高尔夫球巡回
赛·辽宁站比赛的冠军。刘恩骅说，今
年他在海南省高尔夫球队封闭训练效
果显著，每周一三五练体能，其余时间
练技术。

11月9日，历时4轮的杭州国际

高尔夫球锦标赛收杆。该项赛事是全
球第一场男女混合个人比杆赛。海南
体育职业技术学院高尔夫球队的张芸
杰以279杆，低于标准杆9杆，和另外
一名球手获得并列亚军。

10月23日，2020年全国男子举
重锦标赛暨东京奥运会模拟赛10月
22日在浙江开化揭幕，海南体育职业
技术学院队“00后”小将何岳基发挥
出色，在61公斤级比赛中夺得抓举第
一名、挺举第三名、总成绩第二名。其
中，他以抓举146公斤的成绩创造了
新的全国纪录，并超世界纪录。这也
是海南举重“大力士”第一次在比赛中
超世界纪录。今年18岁的何岳基来
自海南白沙黎族自治县，是海南自主
培养的一名高水平举重选手，曾入选
过国家举重集训队。何岳基曾在
2019年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举重
比赛中，以总成绩285公斤夺得男子

体校乙组61公斤级总成绩冠军；在
2019年全国举重U系列男子冠军赛
中，以挺举161公斤的成绩超过了世
界青年纪录。

2020年全国跆拳道冠军总决赛
10月28日在江苏无锡落幕，“海南队
一姐”高盼在决赛中力克湖南队石娟，
夺得女子73公斤以下级金牌。高盼
原籍河南，于2012年正式加入海南省
跆拳道队，此前曾代表海南在国内乃
至国际的各个大赛事上斩获多个奖
牌，是海南跆拳道队的“一姐”。2019
年，高盼在跆拳道世界杯中夺得团体
锦标赛混双第一名，获得东京奥运会
混双资格，同年她还获得2020年第
24届亚洲跆拳道锦标赛参赛资格。

在前不久收兵的全国沙滩排球精
英赛中，海南队林美媚/谢虹组合在国
家队参赛的情况下，力夺两站比赛的
季军。

本报海口11月10日讯（记者赵
优）11月 10日下午，以海南脱贫攻
坚、振兴乡村为主题的电影《幸福的滋
味》在海口中影国际影城南亚店举行
首场公益放映，意味着这部第28届中
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展映作品、入围第
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提名
的作品在全省的展映正式启动。

当天，10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
共享农庄职工、青年志愿者、基层劳
模和一线工人等基层代表，以及省委
宣传部、省扶贫办、省教育厅等有关
部门代表一同观看了这部“海南造”
的优秀电影。

该片以海南脱贫攻坚为背景，以
大学生返乡创业、打造共享农庄、企

业家回报家乡、干部精准扶贫为主
线，讲述了研究生毕业创业失败后的
孟海（曹骏饰演）回到幸福村，带领村
民们积极探索，发挥优势，在艰难曲
折的过程中一步步把幸福咖啡农庄
做强做大的故事。

这部电影最大的亮点是海南自
己的电影：海南的人、海南的事、海南
的景。影片人物以王斌（海口）、徐取
俊（澄迈）、汪德芬（陵水）、蒋翔（琼
海）等共享农庄创业者为原型，故事
发生地、电影拍摄地全在海南，万宁
兴隆咖啡谷、陵水新村渔排等地点成
为剧中人“奋斗”的地方。电影拍摄
阶段所有群演都是当地群众，仅在海
口广播电视台拍摄的一场戏，就有近

500个海南本地群众演员参与拍摄。
“与看别的电影不同，这个电影

特别有亲切感，人物、故事、场景就在
身边、就在眼前，就是我们经历过
的。同时，这部电影也感染着我，我
也将像电影中的人物一样，继续奋
斗，让老百姓尝到幸福滋味。”影片结
束后，获得2019年海南省劳动模范
荣誉称号的海口市三江镇茄苪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琼表示，将
把村里的种植产业继续做大做强，带
领群众奔向小康。

省扶贫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幸
福的滋味》用电影艺术形式展现脱
贫攻坚战局部缩影，反映基层干部
在脱贫攻坚战中的重要作用，用电

影文化载体传播脱贫攻坚战的良好
成效，这种形式值得鼓励。

据悉，相关部门将开展“送电影下
基层”活动，举行数百场公益巡映，让
更多基层群众观看《幸福的滋味》。

海南电影讲述海南脱贫攻坚故事

《幸福的滋味》举行公益观影

在全国高尔夫球业巡赛、
举重锦标赛和跆拳道总决赛上奋勇拼搏

海南体职院队夺得5个冠军

《幸福的滋味》
导演：张弛

制片人：彭铁林
主演：曹骏 王力可
片长：1小时39分钟

主要奖项：2020 年入围第 33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提名

2019 年入选“金鸡百花电影
节”优秀国产新片展映单元

影片介绍

《
幸
福
的
滋
味
》
海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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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奥运会10日起
开始接受退票

据新华社东京 11 月 10 日电 （记者王子
江）东京奥组委10日起开始接受明年奥运会门
票退票，据透露退票首日官方网站并未出现明
显的拥堵。

按照东京奥组委10月底公布的退票方案，所
有无法观看明年奥运会和残奥会比赛的持票者，
可以通过官方网站退票。不过这次退票方案针
对的是通过奥组委官方购票网站买到门票的购
票者，而门票退票时间只有20天，奥运会退票时
间为11月10日至11月30日，残奥会退票时间为
12月1日至12月21日。

据统计，东京奥运会门票已售出约448万张，
残奥会门票已售出约97万张。

遗失声明
陵水黎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原陵城工商所、北斗工商所、三才
工商所、三才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所、椰林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陵
城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公章遗失，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三亚金都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200MA5RD9YF53，声 明
作废。
●曾碧娟不慎遗失中国平安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执
业 证 ， 证 号 ：
02000146000080002017046146
,声明作废。

●李筱瑜遗失海南恒大金碧天下
234栋2505房的全国联销项目收
款专用收据两张，编号分别为：
0091640（金 额 ：188575 元）、
1824363（金额：357577元），现声
明作废。
●郭宏伟不慎遗失海南儋州恒大
名都地下车库C241车位的《海南
全国联销项目收款专用收据》两
张，收据编号：HN0010678（税费，
3680 元）、HN0010679（维修基
金，1472元），声明作废。
●儋州那大腾隆盛餐馆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04000001729，声明作废。
●文昌市军粮供应管理中心不慎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0521502,声明作废。
●闾宁、王恒遗失海南东方明珠房
地产有限公司海口恒大海口文化
旅游城 39-2-1003 购房收据一
张 ，编 号:HN1410755, 金 额:
340201元，声明作废。

公告
海南启翠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于2020年 10月 9日在北京金融
资产交易所综合业务平台通过网
络竞价方式取得了原属中国长城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
公司所享有的珠海经济特区房产
开发公司不良资产（项目编号：
CF20ZQ100067），特此公告！

招商公告
现我公司管辖的物业小区电梯拟
开展广告合作招商，请具备在海口
从事电梯广告业务2年以上条件
的意向单位于11月16日前到我
公司报名，并提供相关材料。
联系人：谌小姐13976129997。

海口凯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陵水恒汇实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副本，声
明作废。
●海南中城聚富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9027MA5T29L1XW）遗 失
财务专用章和法人章，声明作废。
●彭德章丢失海口市政府第二办
公区出入证，特此声明。
● 陈 良 蓉
（46010019480804062X）吴志旋
（460102198901042719）遗失海
口市美兰区流水坡片区（城中村）
改造项目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一份，
现场编号：D139，登记编号：820，
声明作废。
●韩虹曼遗失文昌春良实业有限
公司，开据的收据一张，开据日期
2018年4月3日，票号5025669，金
额13440元，声明作废。
●儋州巿那大镇洛基村民委员会遗
失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一张，核准
号:J64100004275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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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琼海市公益法律服务与研究中心
拟向琼海市民政局申请注销，请
相关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
日内到本中心办理相关事宜，联
系人杜朝辉，电话18689731357。

注销公告
洋浦宇顺航空燃料有限公司拟向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45天
内来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梁安撰遗失执业医师资格证，证
号 ：
200046110460021730405365，
特此声明。
●梁安撰遗失全科医学中级资格
证，特此声明。
●儋州岳辉贸易代理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澄迈金江容金大米店法人（黄容
金）印鉴遗失，声明作废。
●儋州那大贰加贰餐饮店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031963737，声明作废。
●飞度互动娱乐（海南自贸区）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000MA5T9R5X7N）遗 失
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儋州昌高农业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庄慧平不慎遗失座落于东方市
感城镇感南村委会的土地证，证
号：东方集用（2012）第10068号，
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招租

减资注销

龙昆南1408m2一二层商业，一楼
6间铺，整体打包1800万元各付
税，详情联系18084671201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608908509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海
口
发
行
站

市
县
代
理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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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 18976281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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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7689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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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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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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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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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建华不慎遗失海南闽庄园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保亭庄园豪都
2期2号楼603号房收款证明收据
3张，编号：0000512号、0000175
号、0000176号，声明作废。
●文昌市锦山镇下溪坡村民委员
会溪头村民小组不慎遗失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20036301，
特此声明作废。
●文昌海富贸易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陈莲英遗失儋州恒大名都3栋1501
房的购房款收据 2 张，编号：
HN0014065、 58058 元 ，
HN0014458；166951元，维修基金收
据一张，编号：HN0014067，8332元，
税费收据一张，编号：HN0014066，金
额24658元，声明作废。
●澄迈金江王君勇经济饭店遗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
469027600009694，现特此声明
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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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北京金隅天坛家具股份有

限公司的申请，于2020年3月2日裁定受理海南帝豪家具有限公
司（下称：帝豪家具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于2020年10月30日
指定海南维特律师事务所黄昭毅律师、王召清律师、王娇律师组
成清算组，负责帝豪家具公司的强制清算工作。现清算组依照相
关法律规定，就帝豪家具公司强制清算事宜公告如下：

一、请帝豪家具公司的债权人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
向清算组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的情况，并提
交与债权相关的证据材料。逾期申报债权的，自行承担申报费用
及相应法律后果。

二、请帝豪家具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自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30日内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返还财产。逾期清偿或返还
的，清算组将采取相应的法律措施。

三、帝豪家具公司清算义务人（包括法定代表人和公司股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财务管理人员、其他经营管理人员等）
应积极配合清算组进行清算，并承担如下义务：1、妥善保管并移交
所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册、账簿、重要文件等资料；2、根据
人民法院、清算组的要求进行工作，并如实回答询问；3、人民法院、
清算组认为其应当办理的其他事项。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义务，
导致无法清算的，相关义务人应对企业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清算组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路17号财盛大厦22
层，海南维特律师事务所。联系人：王召清，联系电话：
19989755001。

特此公告。
海南帝豪家具有限公司清算组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