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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口东头专营店遗失中国联合网
络通信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服
务 押 金 0232147、 0232148、
0232157、0225330、0226459，特
此声明作废。
●保亭无量寿农业综合开发有限
公司遗失基本户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18226001，声明作废。
●陈淑琴遗失八所镇琼西路西侧
（HHHD 假日公寓）A 栋 1 单元
303室的不动产权证书，证号：房
权证东字第00012956号，声明作
废。

●雷春梅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200196412020563，特此

声明。

●海南新富越旅游建设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万宁鑫海索道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王振强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为：460003198411306217，特

此声明。

●昌江石碌顺意矿泉水店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90260000695,声明作废。

●王海瑞遗失新村镇中山路《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 》 ， 许 可 证 编 号 ：

4600342006125，现声明作废。

公告
民政 6（救助站编
号），无名氏，女，
约55岁，2019年5
月 30日因精神异
常，由定安县龙门

镇民政办送入中瑞医院，2020年8
月20日因患多种疾病，将其转到
儋州市第四人民医院治疗。因病
情恶化，经抢救无效，于2020年
11年18日宣告临床死亡。从登报
之日起30日内，望其家属至定安
县民政局办理认领手续，逾期按无
主尸体处理。
定安县民政局：0898-63822293

定安县民政局
2020年11月19日

减资公告
文昌海龙康养管理有限公司（代码
91460000MA5TBN9Q5U）经 公
司股东会决定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000万元减少至10万元人民币,
特此公告。

●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捷讯二

级专营店遗失公章、法人章各一

枚，现声明作废。

●洋浦建浩实业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声明作废。

●谢玉桂遗失常住人口登记表，户

号：729030041，声明作废。

●三亚南滨望佛来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和公章，声明作废。

● 何 丽 梅（ 身 份 证 号 码 ：

511024197304054387），遗失由

郑州万向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开具

的 收 据（客 户 联），收 据 号 ：

8668233号，金额517500元，特此

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通 知

减资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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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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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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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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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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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湾演艺中心东附楼商业招租
现有海口湾演艺中心东附楼，东附
楼总面积为4488.34m2，规划休闲
餐饮统一对外进行商业招租，所有
改造费由承租方承担，价格面议，有
意者请联系梁先生15348874016
符小姐18907668809

商铺招租 召开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各位股东会成员:

本公司定于2020年12月8日
(星期二)上午10时召开全体股东
会议，讨论决定有关事项，现将有
关事宜通知如下:
1.会议时间:2020年 12月 8日上
午10时整;
2.会议地点:海口市滨海大道电力
村博电公司会议室;
3.参加人员:全体股东(不得缺席);
4.会议内容:变更董事、营业期限
为长期。

请全体股东务必准时参加，若
届时未到，视作同意公司所作出的
股东决议。

海南博电资源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7日

国贸写字楼单价6380元18708991932

办公楼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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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热线：66810888

三国围棋擂台赛
辜梓豪赢取三连胜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来自中国的世界
冠军辜梓豪九段在20日进行的第22届“农心辛
拉面”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简称三国擂台赛）
第二阶段的首盘较量中执白中盘战胜日本的村川
大介九段，赢得三连胜。

通过选拔赛获得参赛席位的辜梓豪在第一阶
段的最后两盘比赛中连胜日本队的许家元和韩国
队的姜东润。时隔1个月战火重燃，比赛仍然通过
网络进行，平台放在野狐网。

在当天的比赛中，村川大介执黑以错小目
开局，辜梓豪应以二连星。布局的进展是最近
流行的下法，辜梓豪走得比较谨慎，局面较为胶
着。随着棋局的深入，白棋的攻势越来越猛，进
入读秒之后村川大介在时间的压力下被攻得很
苦，白棋的优势逐渐扩大。弈至第228手，电脑
程序星阵判断白棋的领先优势超过7目，村川
大介中盘认输。

在21日的比赛中，韩国队将派申旻埈攻擂。
在前不久进行的LG杯世界棋王战中，申旻埈刚
刚与柯洁会师决赛，风头正劲，21日的较量将是
第二阶段的一场关键之战。

根据此项赛事的规则，中、日、韩队各出5
名棋手，以轮流攻擂的方式决出最后的冠军。
目前，中国队还剩4员大将，韩国队和日本队各
余3人。

本报那大 11月 20日电 （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李珂）11 月 20 日，
2020 年儋州市中小学生校园足球
冬季联赛在南开大学附属中学儋
州市第一中学开赛，全市30所中小
学校、36支校园足球队、657名运动
员参赛，参赛学校数量、人数和比
赛场次均创历史纪录。这是近年
来儋州市构建学校足球教学体系、
提升校园足球教育教学水平后出
现的新气象。

儋州市把发展青少年足球运动
列入政府重大决策事项，近3年来，
大力推进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创建和
标准化足球场地建设。投入 6000
多万元建校园足球场，29座校园足
球场建成投入使用，每年投入 500
多万元的校园足球队管理经费，提
高校园足球队的管理水平。引进专
职教练员和优秀足球老师，优化校
园足球教育资源，全市现有校园足
球专兼职教师112人、C级教练员2

人、D级教练员35人、E级教练员15
人，为有效开展足球教育教学提供
师资保障。近年来，先后有11所学
校获评国家级、10所学校获评省级
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以构建学校足球教学体系为突
破口，提升校园足球教育教学水平。
儋州市发挥特色学校示范引领作用，
以21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带动周边
32所学校，开展校园足球教育教学，
参加校园足球活动学生达5.33万人，

约占在校学生总数的44.4%；学校组
建校级足球队 30 支，其中男队 24
支、女队6支，足球队员600多人，形
成校园足球运动员梯队。近3年来，
儋州市第五中学女子足球队荣获省
中学生校园足球比赛中学女子组亚
军。以南大附中儋州市第一中学为
主的市少年足球队，荣获省第五届运
动会足球比赛第二名。以那大镇第
一小学为主的市少年足球队荣获省
U10组足球比赛第二名。符肇雕、陈

娜等5名中小学生晋级全国校园足
球夏令营总营。

儋州市教育局局长杨剑说，将继
续推动儋州校园足球教学改革，完善
竞赛体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学生
在校园足球教学中获益颇多，南大附
属中学儋州市第一中学高二学生林
千发从小学五年级开始踢足球。他
说：“足球运动让我快乐，比玩游戏有
趣多了，既锻炼身体，又增强团队合
作能力。”

建成29座足球场 5万多名学生踢球 引进专职教练员和优秀足球老师

儋州校园足球踢出新气象

本报海口11月20日讯（记者王
黎刚）“激扬青春·快乐健康”2020年
海南省青少年足球赛青年男子组预
选赛领队教练会议暨抽签仪式，11月
20日在海口举行。共有55支球队参
加了抽签。

本次比赛设青年男子组，青年男
子组分为市县组（含省洋浦工委）预
选赛、高校组预选赛、省直组预选赛、
部队企业组预选赛。获得这4个组

别前几名的球队，将参加总决赛。一
共有16支球队参加总决赛。

本次比赛是海南省目前规模最
大、影响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足球品
牌赛事。参加今年比赛的球队非常踊
跃，虽然受到疫情影响，比赛推迟了好
几个月举办，但各队一直积极备战，等
待比赛的重启。在今天举行的抽签仪
式上，参加4个组别的球队“各就各
位”。其中，参加省直机关组预赛的球

队共有21支，是参加本次比赛球队数
量最多的组别。比赛分5个组进行，采
用小组循环赛和淘汰赛方式进行。最
终，获得前两名的球队参加总决赛。参
加市县组的球队共有19支。市县组的
4支种子球队分别是琼中队、万宁队、
三亚队和海口队。该组比赛采用小组
赛和淘汰赛方式进行。

高校组预选赛分专业组、普通组比
赛。海南大学和海南师范大学等5支球

队分在专业组，海南医学院和海工商等
5支球队分在普通组，比赛采用单循环
赛制。专业组的前两名自动晋级青年
男子组总决赛，专业组第三名再与普通
组第一名进行一场附加赛，胜者晋级总
决赛。部队企业组预选赛共有海南核
电联队和海汽队等5支球队参加，采用
单循环赛制。

在联席会议上，裁判长为各队解
读了国际足联最新的点球判罚尺度
等赛事关键问题，强调了关于赛纪赛
风，保障赛事有序进行。

本次比赛由共青团海南省委、海南
省教育厅、海南省旅文厅、海南日报报
业集团、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主办。

省青少年足球赛青年男子组启动
55支市县、高校和企业队参加抽签仪式

中甲保级附加赛

新疆点球大战落败降级
新华社苏州11月20日电 2020中甲联赛保

级附加赛第二回合的一场比赛20日下午结束，新
疆雪豹纳欢与黑龙江FC在两回合常规时间战成
4：4平，加时赛均无建树。点球大战中，黑龙江
FC连中5球获胜，新疆队遗憾降级。

双方首回合对决，新疆雪豹纳欢3：2获胜。
次回合开场不到1分钟，新疆队禁区内横传，外援
奥努埃布后点抢射得分。第25分钟，黑龙江队前
场定位球吊入禁区，毛开宇乱战中扫射扳平比分。

易边再战，两回合总比分落后的黑龙江队踢
得更为积极主动。第64分钟，黑龙江队右路传
中，李帅后点鱼跃冲顶帮助球队2：1反超，并扳平
总比分。伤停补时阶段，奥努埃布沿左路突破至
门前，险些完成“绝杀”。

加时赛中，双方均未能破门。点球大战，黑龙
江队前三轮稳稳命中，新疆队第三名出场的恰格次
力击中立柱。此后两轮，黑龙江队把握住优势，由
最后出场的李帅命中终结比赛。

新疆队近年徘徊在中甲降级边缘，2018赛季
仅积18分降级，后递补重返中甲。新疆队近年徘
徊在中甲降级边缘，2018赛季仅积18分降级，后
递补重返中甲。

WPBA世界职业拳击协会
（中国区）定安揭牌

本报定城11月20日讯（记者王黎刚）WP-
BA世界职业拳击协会（中国区）揭牌仪式20日在
定安县体育馆举行，这标志着WPBA世界职业拳
击协会（中国区）正式落户定安。

该协会落户定安，将提升定安拳击赛事平台
的影响力、知名度和权威性，进一步把定安拳击赛
事推向职业化。

定安县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南拥有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以及良好的政策和区位
优势。今年 WPBA 世界职业拳击协会（中国
区）落户定安县，其赛事平台让职业拳击选手和
拳王的比赛成绩直接进入世界级别的排名序
列，与世界各级别的赛事等级直接有机接轨并
融为一体，极大地提升赛事平台的影响力、知名
度和权威性。

随着WPBA世界职业拳击协会（中国区）的
工作在定安逐步开展，将吸引国内外选手前来海
南交流、比赛，对于拉动定安乃至海南的体育旅
游消费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同时还将以此为契机
向外界推介当地的旅游资源和扩大定安在国内
外的知名度，促进“体育＋旅游＋文化”产业形成
良性循环。

新华社郑州 11 月 20 日电
（记者刘金辉 苏斌）正在河南郑
州举行的 2020 国际乒联总决赛
20日进行了男女单打四分之一决
赛，女单方面，陈梦、孙颖莎、王曼
昱均战胜对手晋级四强，王艺迪
苦战7局，最终不敌日本选手伊藤
美诚。

在国际赛场上，王艺迪与伊藤
美诚此前曾交手4次，王艺迪以3
胜1负占优。本场比赛，王艺迪开

局不错，前三局以2：1领先。但第
4、5局，伊藤美诚状态极佳，分别
以11：4、11：7轻松拿下，将大比分
扳为3：2。第六局，王艺迪扛住了
伊藤美诚的犀利进攻，以11：7获
胜，总比分变为3：3。决胜局，伊
藤美诚以7：0开局，奠定了巨大优
势，尽管王艺迪全力反击，但差距
较大，最终以5：11告负。

在陈梦4：2战胜德国选手索
尔佳的比赛中，陈梦开局并不顺

利，第一局便被对手打了个9：1，
尽管陈梦努力反击，最终还是以
9：11败北。第二局，双方打得十
分胶着，在陈梦 10：8领先后，索
尔佳连得4分，陈梦被逆转，总比
分 0：2 落后。接下来，背水一战
的陈梦逐渐找回状态，连下四局，
赢得胜利。

“今天打得比较惊险，前两局都
是在关键分上输了，对手发挥得非
常好。第二局10：8领先时候，自己

接发球打得过于小心。10平后自
己想换一个发球，但效果不好。”陈
梦说。

孙颖莎同样遭到了韩国削球手
徐孝元的阻击，双方战至2：2后，在
关键的第五局，孙颖莎一直处于追
赶状态，打至10：10后，孙颖莎在关
键分上处理更好，以13：11拿下该
局。紧接着，孙颖莎以11：5轻松拿
下第六局，以总比分4：2获胜。

在王曼昱4：1战胜中国台北

选手郑怡静的比赛中，王曼昱在前
两局均以11：7获胜，第三局，双方
打得很胶着，比分紧咬，关键时刻，
王曼昱出现了失误，郑怡静以11：
9拿下第三局。接下来，王曼昱再
没有给对手机会，以两个11：6结
束战斗。

在21日即将举行的女单半决
赛中，陈梦将对阵孙颖莎，王曼昱将
与伊藤美诚一决高下。

国乒女单三将晋级四强
王艺迪不敌伊藤美诚

新华社郑州11月20日电（记
者苏斌、刘金辉）利用2020国际乒
联总决赛和全国乒乓球“业余球
王”总决赛落户郑州的机会，中国
乒乓球协会与各省级乒乓球协会
举行座谈。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
表示，协会发展要不断开拓乒乓人
群，让更多人参与到乒乓球项目中
来，推动和促进乒乓球体教融合。

刘国梁介绍说，中国乒协自
2018年12月换届以来，一直在不
断探索和完善自身的组织架构，制
定符合新形势下发展需要的各项
基础性规章制度，注重与各省级乒
协之间的交流和联系。专门在办
事机构上设立全民健身部和青少
年发展部，以会员制建设和国青、
国少两个项目作为抓手和切入点
做出了很多有益的尝试和实践。

疫情期间，中国乒协利用赛事
活动的相对空档期，针对全民健身
长期存在的问题，做了一些顶层设

计和基础性的工作，包括组织

了26个省级乒协报名参赛的全国
“业余球王”总决赛等活动。刘国
梁认为，在全民健身方面，中国乒
协要与各省级乒协通力合作，打造
团结、奋进的“全国大乒协”。

在青少年发展工作中，中国乒
协今年推出国青、国少两支队伍的
运动员和教练员的“零门槛”选拔。
在国青、国少集训队第一阶段的选
拔中，共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13887名青少年运动员参
与其中。教练员公开竞聘工作
中，210名乒乓球教练员投报
了个人简历。

刘国梁认为，国青、国
少集训队的组建，为所有
适龄少年儿童提供了实现
梦想的舞台，也使协会更加
深入准确地把握了目前几个年龄
段后备人才发展的现状。“改革是
趋势，协会的发展就是要不断开拓
乒乓人群，让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少
年参与到乒乓球项目中来。”

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

推动乒乓体教融合

关注国际乒联总决赛

（四分之一决赛）

11月20日，全国空手道冠军总
决赛太原举行，河南队李冉冉（左）1:0
战胜山东队王俊惠，夺得女子50公斤
以下级冠军。 新华社发

全国空手道冠军赛举行

陈
梦
在
比
赛
中
回
球
。
新
华
社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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