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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聘出租转让

遗失声明
注销公告

征婚交友

欢 迎欢 迎
在本栏目在本栏目
刊登广告刊登广告

公 告
中霓海广告公司诚聘
1、电焊工数名，要求有驾驶证者,开车配送货；2、
做饭工1名，限内地籍女性，以上人员包吃住，
待遇面议。66790708 13907686331 钟先生

大型铺面出租（500平方）
海口市秀英区业里村炮楼坡13307601414邱

农场，食品加工厂招聘工人、司机、电工
数名。年龄25岁以上50岁以下。岛外
夫妻工优先，月薪3000元-5000元。工
作地点澄迈老城13807566956林先生

招
聘

旺铺转租
侨中隧道附近兆煌湖景酒店二楼1131m2，
秀英区仓库10000m2。13807635355

遗失声明
海口美兰华艺家私商行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正本，注册号：4601023403764；税务登记证正本，
纳税人识别号：4601006709152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美兰源源进服装商行遗失个

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6010860030227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定安花之村休闲农业专业合作社遗

失工商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3469025090513028F，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国营海南省佛罗林场遗失工商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9033428205189N，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温培红不慎于2018年4月14日遗失身份

证，编号：460100196805270365，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海口龙华张运明烧烤园营业执照正、副本

遗失，注册号：460106600026659，现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深圳装饰设计工

程公司海南分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证号：460100760377644，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万宁业兴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

注册号：914690067807060702，公章一套，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文昌文城兴发杂货店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469005600163573，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证号：琼
地税文昌字460022710101512E1。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乐东乐城文鲜米粉摊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6903360014838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琼海嘉积新侨城手机卖场遗失海南增

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4600162320，发
票号码：1582110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全凯花卉产销专业合作社遗

失税务登记证副本，琼国税登字
460100324126080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琼海嘉积新新复印商务中心遗失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琼 地 税 琼 海 字
460023195005200013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琼海大路谭基干摩托修理店，谭基干个

体工商户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二本，注册
号：469002600205974，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琼海大路民意农资店，黄贤敏个体

工商户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二本，注册
号：469002600144093，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工会委

员会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定安仙沟供销社百货三门市部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证号：
46002561071712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华睿天作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

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号码：琼国税登
字460100589282425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琼海嘉积天一东北特产商行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9002000424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琼海嘉积天一东北特产商行遗失税务登记证

正本，税字：2321311974081600130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东方市八所镇十所村唐啟友卫生室（法定代表人：

唐啟友）遗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5246900732405147XH，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林叶文遗失海南省交通规

费征稽局澄迈分局的执法证一
本，证号：46093012，声明作废。

龙华二横路29号红明大厦14套房
联系电话：付先生：13808837196

陈先生：0755-82418189

招
租 社区门诊招聘内儿科医生2名

待遇面议。13907563181

龙华区思达圆婚介
狗年有缘千里来相会，云姐多年婚介经验为你牵线
成功率高，每周六派对。
龙华路椰树集团厂门旁 66500706 18976082986

遗失声明
琼海嘉积新新复印商务中心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
46900260020988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定安海强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拟向定安

县工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登
报之日起45天内到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定 安 新 竹 东 升 养 殖 专 业 合 作 社（注 册 号 ：

469025NA000271X）拟向定安县工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
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到我合作社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乐东福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向乐东县

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
自见报日起45日内来本公司办理结清事宜。

乐东福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4月18日

定点供应商资格采购项目中标结果公告
海南博岳招投标服务有限公司受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三亚疗养院委
托，完成定点供应商资格采购项目开、
评标工作，现将中标结果公告如下：

第1包（主副食品供应商）中标人：
三亚盛海润佳商贸有限公司

第2包（疗养用品供应商）中标人：
海南金百福纺织品有限公司

第3包（办公用品供应商）中标人：
海南靖恩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第4包（西药和耗材供应商）中标
人：海南美乐康药业有限公司

如对中标结果有疑义，请于法定
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与招标代理机构
联系。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三亚疗养
院联系人：吴先生18608986753

海南博岳招投标服务有限公司联
系人：张女士0898-38282988

海南博岳招投标服务有限公司
2018年4月18日

门诊招聘执业助理医师
电话18289752896

据新华社电 2022年卡塔尔世
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半个月前这
还像个愚人节标题，如今在南美洲足
联的提议下，无论国际足联还是卡塔
尔世界杯组委会都有了“讨论一下”
的想法，那么问题来了，四年后的卡
塔尔世界杯，真的能提前扩军吗？

世界杯扩军本身早已是定局，从
2026年世界杯开始，决赛圈参赛球
队将增至48支，但显然扩军的支持
者们希望这一改革进程能走得更
快。提前扩军是由南美洲足联提出
的，在预定的扩军计划中，南美洲名
额将从4.5个增至6.5个，表面看只增
加了2个席位，但南美洲一共只有10
个成员协会，这个计划意味着60%-
70%的南美洲球队能晋级决赛圈，这
一比例在各大洲是最高的，这也就难
怪南美洲会“急吼吼”地要求在2022
年就实现扩军计划。

欧足联抵制
但这一提议要想实现其实困难

巨大，其最大阻力显然来自各方面实
力都最为雄厚的欧足联。16日欧足
联执委会成员克里斯特·奥尔松公开
表示，欧洲联赛反对国际足联在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增加球队和
比赛时间的计划。在扩军计划里，欧

洲只增加了3个席位，虽然16席仍是
各大洲最多的，但考虑到欧洲整体实
力的强大，扩军之后恐怕仍难以避免
诸如本届世界杯意大利队、荷兰队等
传统强队缺席的一幕，而这样的“冷
门”在其他大洲恐怕几乎没有出现的
可能了。

一方面受益不多，但更令欧洲抵
制的原因在于卡塔尔世界杯11月-
12月的比赛时间，奥尔松说：“我们
已经做出让步并同意卡塔尔世界杯
在冬季举行，所以我们不同意再延长
比赛时间。”要知道，如果2022年世
界杯扩军，原定的28天比赛时间至
少要增加4天，比赛也要从64场增加
至80场，这将打乱一些欧洲联赛的
赛程计划。

卡塔尔有压力
此外，一旦扩军也会给主办国卡

塔尔造成一定压力，毕竟举办世界杯
是一项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当然，
这对“不差钱”的东道主来说或许是
最不成问题的问题。

而对中国足球来说，扩军自然是
利好，但指望靠扩军晋级世界杯也并
非坦途，在未来的时间里好好修炼内
功、继续狠抓青训，或许有一天才能
让出线也成为“最不成问题的问题”。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
48支球队能否成行？

伊涅斯塔
已敲定加盟中超？
新东家承诺买其品牌红酒10年

据新华社电 伊涅斯塔的未来目前依旧成
谜。但西班牙媒体16日曝出：巴萨队长已敲定在
本赛季后加盟中超。

据西班牙《阿斯报》透露，伊涅斯塔的律师和
经纪人上周已在巴塞罗那与一家中超球队达成协
议：伊涅斯塔将于6月30日离开巴萨，开启他的
中国之旅。由于合同中的“保密条款”，伊涅斯塔
的团队拒绝透露他将具体加盟哪支球队。

据悉，作为其加盟的条件之一，伊涅斯塔的新
东家承诺在未来十年内将持续购买这名西班牙球
员名下的酒庄出产的红酒。而伊涅斯塔也将与这
家中超俱乐部签订为期三年的合同。

《阿斯报》还称，巴萨高层及球队更衣室都已
了解了伊涅斯塔的这一决定。但由于巴萨将在本
月21日与塞维利亚就西班牙国王杯冠军展开最
后的争夺，因此伊涅斯塔很可能将在国王杯决赛
后再正式发表离队声明。

关注亚冠

广州恒大3：1大阪樱花
亚冠球队请注意：
被中超禁赛的
阿兰来了！

昨日19点，2018亚冠小组赛G组第6
轮广州恒大与大阪樱花的比赛，在广州天
河体育场进行。最终，恒大3：1获胜。其
中，被中超禁赛8场的阿兰在本场亚冠比
赛中发威。第6分钟，黄博文打破僵局；2
分钟后，福满隆贵闪电扳平；第57分钟，阿
兰再次将比分超出；第86分钟，阿兰梅开
二度。恒大3胜3平积12分获得G组头名
出线，1/8决赛的对手将是E组第2（天津
权健或全北现代）。

悉尼FC 0：0上海申花

不知不觉，
申花已经9年
没在亚冠赢球了

昨日，亚冠小组赛最后一轮，上海申花
客场0比0战平悉尼FC。上轮战平鹿岛鹿
角后申花已经丧失了小组出线的机会，不
过本场比赛申花仍然未能取得胜利，亚冠9
年不胜的尴尬历史仍在延续。 宗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