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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志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现受委托，定于2017年7月1日上午10点在我公司拍卖厅

公开拍卖

1、海口龙昆南路宏昌楼三套房产总面积773.23m2，起拍价
4000元/m2。

2、海口国贸二横路金钟大厦二套房产总面积335.53m2，起
拍价6000元/m2。

3、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银行股权1500万股，起拍价2.1
元/股。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7年6月30日上午15点前，到公司了解

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联系人：王先生电话：18889906131

公司地址：海口市丽晶路9号丽晶温泉海景花园一层

1097年（绍圣四年），苏东坡被贬任“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
农历七月二日抵儋州，至今920周年。为此，我们联袂举办“苏东坡
与文化儋州”专题学术报告会。现面向海内外征集报告会论文。

一、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海南省委宣传部、省文体厅、省新闻工作者协会
主办：儋州市人民政府、海南日报、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中国苏

轼研究学会
承办：儋州市文体局、海南省新闻界书画家协会、儋州文化研究

会、海南意昂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协办：中华新闻记者协会（台湾）、旅游卫视、海南绿元素生态环

境工程有限公司
特别鸣谢：海南中视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海口三顺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海南博瑞三乐传媒有限公司、海南功到传媒有限公司、海南
二十一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大魏盛唐文化传媒集团、海南中信投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海口齐鲁文化促进会、海南顺泰文化服务有限公司、
海南岛屿食品饮料有限公司、海口龙墅湾海花屿精品酒店

特别支持单位：古井集团，亳州古井销售有限公司
二、媒体支持
海南日报（及其报业集团所属南国都市报、法制时报、南海网

等），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及其所属旅游卫视、三沙卫视、新闻频道、
综合频道、新闻广播、国际旅游岛之声、交通广播、音乐广播、海南声
屏报•海周刊、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等），海南特区报、国际旅游岛
商报（及椰网和海拔资讯手机端）、南岛视界、人民网、新华网、中新
网、光明网、搜狐网、华艺网、凤凰网、天涯在线、海南文化网等

境外媒体：（台湾省）旺报、新生报、中华日报、正声广播公司、更
生日报、前锋日报、凤鸣广播电台、胜利之声广播公司，香港卫视旅
游台，香港华夏工商协会网，比利时世界文化艺术网，（新西兰）中华
电视台（网）、TV33华人电视台、新西兰天维网等

三、时间安排
自本启事发布之日起征稿，至7月15日结束。论文评审一个月

时间。8月底在儋州市举办“苏东坡与文化儋州——纪念苏东坡抵
儋920周年专题学术报告会”。

四、稿件评审：
所有参选稿件由海南省委党校、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有关

专家、教授组成的评委会初评，确定入选论文；由上海华夏社会发展
研究院、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复评；由海南省社科联、中国苏轼研究学
会、儋州市政府等单位专家学者终审，确定获奖名单。评委会成员
的文章不参加评奖。

五、奖励标准
一等奖一名，奖金1万元；二等奖三名，奖金各5000元；三等奖

五名，奖金各3000元；(均为税前)优秀奖若干名；根据实际情况，增
设特别奖、组织奖。

六、出版论文集
由省级或国家级出版社正式出版《“苏东坡与文化儋州”——纪

念苏东坡抵儋920周年专题学术报告会论文集》，国内外公开发行。
七、稿件要求
（一）内容以东坡在儋期间诗文与实践活动的研究为基础，以东

坡对儋州多领域的贡献，特别是东坡文化对现在和将来儋州发展的
启迪意义、方向引领，对儋州产业定位、国际化发展战略等方面启
发、促进的研究为重点。组委会列出若干供选用参考的题目，附
后。（二）稿件应以word格式，字数以3000-10000字为宜，以电邮
附件方式，发送至（海南新闻书画）hnxwsh@sina.cn。邮件“主题”
应标明：“作者姓名+《文章题目》”。邮件中应详细注明：作者所在单
位、详细通讯地址、电话、E-mail地址，并附100字左右作者简介，可
附作者像。如有多位作者，可按顺序分别注明。（三）论文格式要求
严格，请登陆南海网、国际旅游岛商报（及椰网和海拔资讯手机端）
查询，或关注“海南省新闻界书画家协会”公众号。（四）杜绝抄袭剽
窃等学术不端行为。一经发现，取消入选资格。（五）征稿及评审等
不收取任何费用。（六）入选作品名单在南海网和《国际旅游岛商报》
及椰网、海拔资讯手机端发布公示。入选文章酌付稿酬，入选作者
赠送样书。获奖作者颁发证书和奖金。未入选作品作者可另行处
理。（七）主办单位对参赛作品享有节选、刊登、结集出版使用和宣传

等权力。投稿即视为同意此条款。
更多详细内容请关注“海南省新闻界书画家协会”公众号
附：参考选题
1.从习近平同志引用《晁错论》名句表达治国理念看苏东坡辩证思维
2.从政为民如何做到“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
3.苏东坡如何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激进改革？
4.在务实为民背景下看苏东坡的改革发展观
5.“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中的东坡文化传承与发展
6.苏东坡居儋期间文化贡献的国际化影响
7.海内外对东坡居儋历史文化研究的状态与特点
8.苏东坡居儋历史研究的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
9.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背景下的苏东坡居儋文化活

动研究
10.苏东坡居儋三年文化传承贡献研究
11.论苏东坡居儋时期出色的哲学理念与情怀
12.苏东坡居儋史评中的唯物主义思想研究
13.苏东坡道德理念在儋期间的变化与发展
14.苏东坡居儋讲学明道教化日兴与儋州现代文化传播
15.苏东坡科学技术与实践为儋州社会发展带来的变化
16.苏东坡贬儋困境中培养情趣对当代青年的教益研究
17.贬儋困境中写作的《东坡志林》体现的东坡文化情怀
18.东坡居儋书信传递的人文情怀及其他
19.论苏东坡居儋创作成就对后世文明的影响
20.苏东坡居儋时期与黄州、惠州时期散文创作之比较
21.苏东坡居儋期间如何保持情趣？
22.从对苏过的培养看苏东坡教书育人的理念与实践
23.苏东坡为何对海南、对儋州情有独钟？
24.是什么原因使东坡从“六无”到愿意终老海南？
25.东坡如何感激儋州百姓的关心与支持？
26.以居儋三年为例看苏东坡为民务实实践
27.论苏东坡居儋期间的兴农实践
28.儋州中和镇七里村的古玉蕊林群落是否东坡当年引进的？
29.从儋州东坡井看苏东坡毕生的百姓饮水情怀
30.从《试笔自书》看苏东坡的宇宙观和方法论
31.苏东坡居儋与养生
32.苏东坡居儋期间酒文化传承与发展
33.苏东坡居儋诗词品格研究
34.苏东坡居儋制墨的史实与思考
35.苏东坡居儋制药的史实与思考
36.苏东坡居儋茶事的史实与思考
37.由居儋诗文看苏东坡人格魅力
38.苏东坡对儋州自然风物的赞美
39.苏东坡对儋州风俗民情的赞美
40.苏东坡对儋州美食的贡献与赞美
41.食物匮乏时东坡化平淡为神奇的美食创造以及对后世餐饮

的影响
42.苏东坡对儋耳老人长寿的论说表达的哲理研究
43.东坡文化传承与海南西部中心城市建设
44.儋州东坡文化园区建设在全国东坡文化研究和传承中的地

位与作用
45.东坡文化背景下儋州服务全省、辐射西部发展战略研究
46.《北部湾城市群发展规划》背景下的东坡文化研究和融合
47.东坡文化与儋州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48.以东坡文化为代表的儋州文化在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中的

地位与作用
49.东坡文化在儋州国际旅游发展方向中的定位与作用
50.在儋州筹建“东坡学院”的意义、方向、定位与可行性
咨询联系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南沙路71号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内，海南省新闻界

书画家协会秘书处办公室 邮编：570206 电话：0898-68533161
联系人：小张13976100345 小吴15008088858
电子邮箱：hnxwsh@sina.cn QQ：49437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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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点位
国内到达出口西侧，2
号门高铁站入口南侧，
到达问询处旁（A02）
国内到达出口东侧，3
号门东侧（A11）

3号门西侧（A06）

3号门东侧（A08）

国内到达出口西侧，2
号门西侧（A09）
国内到达出口东侧，3
号门对面（A10）

海口航空旅游城五楼

海口航空旅游城六楼

国内出发厅 2号塔帽
下商业柜台（A12）

国内到达出口西侧，1
号门南侧（A01）
海口航空旅游城 3楼
航空馆出口处
国内到达出口东侧，4
号门南侧（A07）
海口航空旅游城 3楼
航空馆出口处

面积

17.68m2

约20m2

23m2

1节

20m2

20m2

2200m2

3016m2

1节

约200m2

72m2

约80m2

50m2

规划业态

汽车租赁

非零售、非餐饮类
业态（接待厅等）
非零售、非餐饮类
业态（接待厅等）
非零售、非餐饮柜
台（接待厅等）

汽车租赁

彩票项目

非零售、非餐饮类
业态

非零售、非餐饮类
业态

人身航意险、航空
公司售票、旅行社
售票、快递业务
非零售、非餐饮类

业态
航空元素相关旅

游产品
咖啡厅及书吧（有

上下水）

水吧

招商咨询负责人

张女士：
18976889236

李女士：
13876345312

吴女士：
15120848741

招商公告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因机场商业规划需要，现对以下项目进行

公开招商：

海南迈迪输变电工程有限公司，现因业务拓展需要，诚聘业内精英加
盟。招聘职位：1、项目经理3名：男性，有5年以上项目管理经验，懂强
电，精通变电站、线路及用户配电工程的设计施工及验收送电流程，有
二级及以上建造师资格证书，协调能力强。2、电力工程设计人员3
名：性别不限，电气专业知识，有从事强电工程设计5年以上经验，熟
练使用CAD，天正等相关绘图软件。3、试验工程师1名：要求男性，
电气相关专业，具备特种作业（试验）进网证，10年以上高压试验经
验，能独立完成各项常规电网工程及用户工程高压试验。以上人员月
薪5000元-1万元。4、预结算部经理 1名：性别不限，有8年以上相关
经验，有造价员或造价师资格证书，能熟练运用CAD、广联达等应用
软件，熟知预决算工作流程，责任心强，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熟悉
电力安装及市政、土建工程定额,月薪8000元-1万元，优异者待遇面
议。 电话：68537988，13976683223袁，18976985998刘，E-mail:
hainanmaidi@vip.163.com 地址：海口市世贸中心F座702室

诚 聘 英 才
尊敬的纳入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的纳税人：

请务必在2017年6月10日前联网进入税控开票软件，完成版
本升级。若逾期未升级，您的开票系统将无法正常使用。

您联网进入税控开票软件时，系统将自动升级到最新版本，或
者引导您手动升级到最新版本。截至目前，金税盘版开票软件的
最新版本号为V2.1.30.161225，税控盘版开票软件的最新版本号为
V2.0.12.161225，相关资料可通过海南省国家税务局门户网站办税
服务-资料下载-其他资料模块自行下载。如在安装升级过程中
遇到问题，可拨打以下咨询服务电话：

航信公司（负责金税盘）：95113
百旺公司（负责税控盘）：0898-36630889

关于全面升级税控开票软件的通知

海口市国家税务局
2017年6月12日

海南省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催缴罚款通知书
三工商催缴字〔2017〕第10号

庄加强：
本局2016年11月30日对你下发的三工商处字〔2016〕116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罚款五万元的行政处罚，你应当自收到行
政处罚决定书十五日内，携带银联卡到本局计财科刷卡足额缴纳
罚款，从你2016年12月7日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至今，已经超出
法定的缴款期限172天，但你尚未依法缴纳罚款，本局将依据《行
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
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
款，加处罚款为五万元。现要求你立即携带银联卡到本局计财科刷
卡足额缴纳罚款和依法加处的罚款共计拾万元。

若超过法定复议和诉讼期限仍不履行本通知，本局将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海南省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7年6月12日

长秀片区（B区）A0201地块项目应用太阳
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海南英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建的“长秀片区（B区）A0201地块”项
目位于西海岸滨海大道北侧，属《海口市长秀B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A0201地块范围。拟建54栋地上2-12层、地下1层住宅、办公、商业，现建
设单位申请增加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经海南泓景工程工程设计
文件审查服务中心审查，可补偿建筑面积1229.24m2（2017字3-05-1
号）,根据《海南省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要求，现按程序予以
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7年6月12日至6月23日）。2、公示地
点：海口规划网站（www.hkup.gov.cn）;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
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
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建筑技术
审查处，邮编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
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吴毓旺。

海口市规划局 2017年6月12日

城投海一方（二期）项目应用太阳能热
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拟建的“城投海一方（二期）”项目位于向

荣路北侧,属《海口海秀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A06地块范围。项目拟建3栋
地上2-13层、地下1层商住楼，现建设单位申请该项目应用太阳能补偿建
筑面积，经海南城建业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服务中心审查，可补偿建筑
面积744.74m2（琼A太阳能核字[2017]010号）,根据《海南省太阳能热水
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要求，现按程序予以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
日（2017年6月12日至6月23日）。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www.
hkup.gov.cn）;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
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
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建筑技术审查处，邮编570311。（3）
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吴毓旺。

海口市规划局 2017年6月12日

海南日报会展有限公司现就2017海报集团金秋车展主场服
务项目进行公开招标。项目概况：本项目为金秋车展配套服务，
主要包含批文报备、现场搭建等服务（具体内容详见招标文件）。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注册资本超过
500万元（含500万元），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
制度，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为保障项目执行力，
投标需公司拥有10人以上缴纳社保的固定团队人员，50人以上
优先考虑；具备海口市会展设计搭建工程一级以上资质，有较强
的本地化服务能力，近两年有会展活动工作经验，且年主场服务

面积在5万平方米以上的优先考虑。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7年6月9日至15日，每日上午

9时至11时30分，下午15时至17时30分（北京时间），在海南省
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新闻大厦一楼会展公司报名，报名时
需提交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委托书（或
单位介绍信）、受委托人身份证及投标人资格要求的相关资料（核
原件收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17年
6月15日17时30分（北京时间）。

联系人及电话：刘女士 66810859

2017海报集团金秋车展主场服务项目招标公告 海口市规划局关于金牛岭片区控规
C-4-05地块控规修改公示启事
海南昌茂集团教育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建设的昌茂花园学校用地位

于海德路南侧，属金牛岭片区控规C-4-05地块范围，为改善办学条件，
该公司拟在昌茂花园学校内加建一栋综合科技楼，经上报市政府同意，
拟按程序对金牛岭片区控规C-4-05地块进行控规调整。为广泛征求

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30个
工作日（2017年6月12日至7月21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规划网站
（www.hkup.gov.cn）。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
二行政办公区 15 号楼南楼 3055 房海口市规划局总工室，邮编
570311。（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
见。4、咨询电话：68724393，联系人：陈振涛。

海口市规划局 2017年6月12日

保守党在这次议会选举中未能取
得过半席位，不得不筹谋另拉小党联合
执政。10日，首相府宣布，特雷莎·梅与
北爱尔兰政党民主统一党达成框架协
议的原则，组成松散政治盟友关系。

这并非双方正式结盟，而是基于
“信任和支持”，由民主统一党在议会下
院的关键议题表决中向保守党提供支
持。民主统一党有10个议席，加上保
守党的318席，两党议席数相加超过全
部650个席位的半数。作为交换条件，
保守党将在一些事项上支持对方。

由于民主统一党多个事项上与保
守党的理念格格不入，一些保守党议

员反对结盟。此外，截至10日晚上，
超过50万名英国民众在一项网络请
愿活动中反对这一结盟协议，同时要
求特雷莎·梅辞职。

英国广播公司（BBC）评述道，这
类松散的政治盟友关系不牢固，且难
以持久，在此基础上组建的政府难有
作为。路透社说，对特雷莎·梅而言，
这是“耻辱的结果”。

为了保住党首职位，特雷莎·梅还
忍痛接受两名爱将辞职。她的联合幕
僚长尼克·蒂莫西和菲奥娜·希尔9日
离职。英国媒体披露，这两人在保守
党内人缘差，对同僚态度粗暴，被指责

“毒化”了首相府的工作氛围。蒂莫西
还因他制订的竞选纲领受到恶评。议
会选举失利后，保守党内部一些人要
求特雷莎·梅解雇这两人，否则就会挑
战她的党首职位。

按照英国小报《太阳报》的说法，
保守党内的大佬们已经决定，特雷莎·
梅必须下台，为保守党在选举中惨败
承担责任。不过，鉴于保守党如果现
阶段爆发激烈内斗，工党党首科尔宾
可能会渔翁得利、登上首相宝座，因而
保守党大佬们打算让特雷莎·梅再干
至少6个月时间。

惠晓霜（新华社专特稿）

英国《泰晤士报》报道，5名内阁大
臣10日联系约翰逊，支持他“推翻”特
雷莎·梅。一名知情人说，约翰逊受到

“潮水般支持”，是具有自由价值观、支
持脱欧和受选民欢迎的“唯一人选”。

英国《每日邮报》也援引一名知情
人的话报道，推动约翰逊取代特雷莎·
梅的势头已经如箭在弦上，“我们需要
脱欧派；我们需要能够与选民对话和

沟通的人，正如（工党党首）杰里米·科
尔宾所做的一样；我们需要一个能让
英国人重树自信的人”。

唯一准确预测本次议会选举的
英国瑟韦申调查公司发布的最新民
调结果显示，49％的选民希望特雷
莎·梅辞职，38％的人支持她留任。

“保守党之家”网站所做民调结果也
显示，三分之二的保守党支持者希望

她立即辞职。
另外，在瑟韦申调查公司的民调结

果中，约翰逊是人气最高的继任者人
选，支持率为26％，排名第二的是财政
大臣菲利普·哈蒙德，支持率为10％。

然而，约翰逊却显得对党首职位
不感兴趣，表示将力挺特雷莎·梅。他
在推特上写道：“我仍然支持特雷莎·
梅。让我们继续干下去。”

外相受到“潮水般支持”

谋求“屈辱”协议

“豪赌”议会选举失利 保守党内涌“倒梅”潮

英首相特雷莎·梅面临逼宫

6月11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抵达一座教堂参加活动。 新华社/美联

“豪赌”议会选举失利后，英国首相、保守党党首特雷莎·梅面临党员讨伐。她寻求
与北爱尔兰的民主统一党达成松散同盟协议，但是下台危机仍未消除。

英国媒体披露，现任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顶替特雷莎·梅出任党首的呼声最
高。不过，约翰逊公开表态，称自己无意逼宫。

据新华社喀土穆6月11日电（记者李紫恒）
中国首支维和直升机分队首批两架直升机等相关
装备11日抵达苏丹首都喀土穆，短暂休整、组装
后将飞赴达尔富尔任务区。

中国首支维和直升机分队先遣组首批12人
携两架直升机等相关装备，搭乘一架联合国安排
的安－124运输机，从天津出发，经停巴基斯坦卡
拉奇后，于当地时间11日上午10时许顺利抵达
喀土穆。

中国驻苏丹大使馆武官关爱兵大校在机场迎
接。他表示，这是中国军队积极履行中国领导人
在联合国维和峰会上相关承诺的具体行动，也意
味着中国军队派出维和部队的类型进一步拓展。
他说，使馆将全力配合直升机分队抵达后相关手
续的办理和生活保障，确保直升机分队维和任务
顺利开展。

中国首支维和直升机分队
顺利抵达苏丹

据新华社莫斯科6月11日电（记者王晨笛）
据俄罗斯媒体11日报道，莫斯科州拉缅斯科耶区
10日晚间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
的5人死亡，另有6人受伤。

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援引枪击现场内务部
人员的消息说，10日晚间，在该区一个名叫克
拉托沃的村庄内，一名男子在家中用猎枪向窗
外的路人开火，并与随后赶来的国民近卫军人
员和警察交火。该男子全副武装，并向安全人
员投掷了多枚手榴弹。俄国民近卫军随即出
动了特种部队，以及装甲车等装备，封锁了附
近道路。双方交火一直持续到 11日凌晨，最
终该男子被击毙。

此次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5人死亡、6人
受伤，伤者中包括4名特种部队士兵。

据报道，该枪手今年50岁，曾任职于紧急情
况部。肇事动机不明。

俄一村庄发生枪击事件
造成11人伤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