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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22日讯（记者王黎刚）2017丝
绸之路“金色年华”风采大赛海南赛区决赛昨晚在
海口落幕，获奖选手今年10月将赴河南郑州参加
全国总决赛。

比赛吸引了35名中青年和中老年选手参
赛。选手们经过时装、旗袍、晚装3轮精彩比拼，
最终，66岁选手朱丽娜和55岁选手贺燕子斩获
本次海南赛区最高奖皇冠奖。郭莉、冯卫华、李常
青、潘璇获得金奖，刘萍、程红、李红岩、陈敏、李爱
玲、陈波收获银奖，王晓明、郑月凤、陈燕珊、张莱
茵、李丹、陈蓉获得铜奖。

本次比赛从7月初开始报名，通过7月29日
和8月6日两场复赛，最终共有35位选手成功晋
级到海南赛区决赛。决赛前，选手们都进行了为
期一周的赛前集训，因此当晚的比赛显示出了较
强的观赏性，具备一定的专业水准。

该赛事由世界模特行业联合会、中国模特行
业联合会主办，中国模特行业联合会中老年专业委
员会、海南省职业模特协会、枷椗山居民宿联合承
办，是一次发展中青年和中老年事业的文化活动，
为我省中青年和中老年人展示艺术风采提供了专
业平台，参赛选手也展现出了良好的素质和心态。

丝绸之路“金色年华”风采大赛
海南赛区决赛落幕

朱丽娜和贺燕子
获皇冠奖

本报海口8月22日讯（记者王
黎刚）2017第五届海口国际青年实
验艺术节将于8月26日至9月24在
海航日月广场举办。

本届艺术节以“个性化、年轻、独
立、公益”为基调，邀请国内外50多
位艺术家参与，该艺术节设涂鸦艺术

展、国际摄影展、实验戏剧、装置艺术
展等，让海口市民体验到跨界艺术的
魅力，让有不同艺术爱好的市民都可
以一饱眼福。

在本届艺术节上，嘻哈大咖将携
手Rapper齐聚海口，还有来自《中国
有嘻哈》的大咖神秘降临。“我爱海

口”青年电影节将在本届艺术节上举
行，在优酷上点击量突破51万的海
南本土原创公益短片《侬婆》将以海
南省电影电视协会代表作的名义亮
相。除了6个专场，在万达影院的艺
术馆里将设置一个电影播放区，连续
15天播放6个影视公司的作品。

海口国际青年实验艺术节26日举行
本报海口8月22日讯（记者尤

梦瑜）今天下午，敬老爱老《海南岛越
剧名家演唱会》在澄迈举行。来自江
苏、浙江、安徽的9名国家级越剧艺术
家们为海南观众演绎了越剧经典唱
段，海南琼剧名家现场也献唱了经典
的海南戏曲，300余名戏迷啧啧称赞。

此次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国家
级越剧名家联袂在椰城演出，整台演
唱会越剧流派纷呈，是献给海口观众
朋友的一次视听盛宴，也是越剧与琼
剧相互交流沟通的良好平台。现场
还举行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
老年戏剧艺术团”成立仪式。

越剧名家齐聚海南演绎经典

广告

海口恒丰广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海南金盘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海马校园项目位于椰海大道北侧，属《海口市城西片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C—6-13-1地块，规划用地面积17041平方米。拟建1幢9/1综
合楼，一幢食堂、实训楼，建筑面积31848.87/7849平方米。为广泛征
求相关权益人与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规划批前公示。
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7年8月23日至9月15日）。公示地点：
高新区门户网站（www.gxq.gov.cn）；建设项目现场。公示意见反
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mail@gxq.com.cn；（2）书面意见请
邮寄到海榆中线8.8公里狮子岭工业园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行政
审批局，邮编：571152；（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
反馈，将视为无意见。咨询电话：65580991，联系人：朱明刚。

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 2017年8月23日

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海南金盘中等职
业技术学校海马校园设计方案批前公示

受委托，兹定于2017年9月8日16时在我公司拍卖厅依法公开
拍卖以下标的物：位于海口市金贸区世贸东路2号C栋2004房（产
权证号：36511），建筑面积186.44平方米。参考价：人民币64.25万
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7年9月6日17时止。
缴交竞买保证金时间：竞买保证金必须在2017年9月6日12时

前到账。
办理竞买手续时间：有意竞买者请于2017年9月6日17时前到

我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电话：（0898）66532003 吴先生 66745877翁先生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大同路36号华能大厦21层B座

海南和运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170908期）

标的展示时间：8月28日至 29日；车辆展示地点：海口市南海大
道172号二手车交易市场内5号铺面。

竞买保证金：1万元/辆(整体3万元)，有意竞买者请于8月30日下
午17：00时前到我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竞买保证金以款
到账为准）。拍卖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路49号中衡大厦17层。联
系电话：68523808 13307551678（吴女士）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7年8月31日上午10：00时在本公司拍
卖大厅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海南中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70831期）

车牌号 厂牌型号 登记日期 参考价（元）

1
2
3

琼ACM812
琼ACM976
琼AC9996

红旗CA7230AT小型轿车
红旗CA7230AT小型轿车
别克牌SGM7305GS轿车

18000
18000
27000

2005 年05月
2005年04月
2006年08月

序号

备注 以上车辆整体或分拆拍卖均可，整体拍卖优先。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琼0106执恢437号

于华峰：
本院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高维金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海南东来（房）估字［2017］第140号房地产估
价报告、（2016）琼0106执恢437号执行裁定书。该估价报告载
明：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76号吉欣海景苑F-16-B号房在价值时
点2017年5月4日的房地产公开市场价格为130.72万元。该裁定
书主文为：“拍卖被执行人于华峰名下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76号
吉欣海景苑F-16-B号房（房产证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197785号）。”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日

更正公告
我局于2017年7月27日刊登在海南日报的儋州市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儋国土资公告〔2017〕2号）第七

条第2项中“本次挂牌宗地中先建设商服用地”更改为“本次挂

牌宗地中先建设商服用地，且商业部分须自持经营”。其他内

容不变。

特此公告

儋州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8月22日

本报讯（南国都市报记者易帆）
2017第二届中国常州国际标准舞（体
育舞蹈）国际公开赛暨第18届CBDF
青少年锦标赛（华东）近日在江苏常州
结束。来自海南的黄湘凯/李业获得

了12岁专业组第8名，贾智翔/林玉
婷赢得了业余18岁精英组拉丁舞第
一名。他们4人入选国家少年队。

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美国、俄罗
斯、英国、丹麦、波兰、斯洛文尼亚等国选

手，由欧洲大牌评审前来担纲执评。这
是海南选手首次入选国标舞国少队。

他们4人中最大的15岁，最小的
才10岁，分别来自海口二中、海口十
中、滨海九小和海口八小。据悉，本次

比赛参赛选手人数突破了8000对次，
分为专业组、业余组和选拔组进行，
而在挑选国少队成员
的选拔组中，考核尤
为严格，参赛 100

余对次的选手中，仅有前12名的选
手能够入选国少队。比赛现场高手
如云，海南选手能够入选，主要是在
舞蹈的情感表达和动作技巧的娴熟
度上，做得比较好。

在国际标准舞国际公开赛上取得好成绩

海南4名学生入选国标舞国少队

本报沈阳8月22日电（记者刘
操）今天晚上，由省委宣传部、省文体
厅、三亚市委宣传部出品，省歌舞团和
省歌舞团附属芭蕾舞蹈学校创作演出
的原创经典民族舞剧《黄道婆》在辽宁
大剧院上演，这也是该剧全新打造后
走进东北的第一站。

演出吸引了来自辽宁千余名观众
到场观看，很多观众都是第一次观看
海南的舞剧。他们被舞剧中丰富的黎
族元素所吸引，也被身着黎族服饰演

员们的优雅舞姿震撼。观众们沉浸在
跌宕起伏的剧情中，每幕落下，掌声不
停。

“辽宁作为文化大省，每年都有来
自世界各地的知名舞剧上演，今天的
海南舞剧刷新了我们这些老戏迷的眼
球。”在沈阳从事文艺工作的观众李健
说，在沈阳的舞台上第一次看到黎族
织锦工具纺车、腰织机，让自己对海南
黎族的民俗文化和中国古代的纺织文
化有了了解。

演员们潇洒的舞姿生动刻画了海
南黎族人民对黄道婆的深厚友谊。观
众张洋表示，舞剧《黄道婆》感人、生动，
自己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历史中黄
道婆远赴崖州的往事，“演员表演很精
彩，舞剧的黎族文化色彩很浓厚，很吸
引我，希望日后可以到海南走访黎族村
落，进一步了解黎族的黎锦工艺。”

剧中饰演王道婆的女主角王念慈
是地道的东北人，她说：“沈阳观众的
热情很高，演员们都希望演绎好这部

舞剧，让观众了解黎族文化的精髓。”
饰演阿山的男主角汪子涵是第一次来
沈阳演出，他曾在10年前扮演过阿山
这一角色。他表示，很荣幸能够参演
舞剧《黄道婆》，希望能够通过自己10
年来技艺上的升华，把海南民族舞剧
的精神传承下去，让东北观众们感受
到黎族文化中的大爱、包容与关怀。”

省歌舞团团长彭煜翔介绍，舞剧
《黄道婆》于2006年首次亮相，在全
国各地演出，受到了观众及专家的一

致好评。10 年后，经过复排，舞剧
《黄道婆》从舞段、音乐、舞美等多方
面重新打造，舞蹈编排注入了更丰富
的黎族元素，也成为海南打造的又一
文化名片。该剧经过全新编排后，在
8 月 11 日至 13 日再度亮相海南舞
台，此次来东北交流演出，希望为东
北的观众带去这一独具海南特色的
文艺作品，让更多人了解海南文化，
也希望舞剧《黄道婆》作为海南文化
的使者，走得更远。

经典民族舞剧《黄道婆》沈阳上演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带上帆板
去旅游，从海南出发，点燃哈尔滨激
情之夏。2017年国际旅游岛帆板大
奖赛26日至28日在松花江防洪纪
念塔江段扬帆起航。届时，来自国内
外的帆板运动爱好者将一较高下。

帆板运动素有贵族运动之称，
自2016年第三届国际旅游岛帆板
大奖赛推广赛首次登陆哈尔滨以

来，向观众展示了帆板运动“亲民”
的一面，不仅让观众近距离观赏，更
让他们体验了帆板运动独有的魅
力。从去年开始，玩帆板的哈尔滨
的人越来越多，松花江上时常能见
到帆影飘扬，现已成为夏季哈尔滨
江上一道靓丽的运动风景线。

2016年国际旅游岛帆板大奖赛
总决赛吸引了不少哈尔滨帆友来琼

参赛。这项比赛的举办增进了哈尔
滨和海口两个城市在文化、体育、旅
游方面的交流，促进体育旅游消费。

据悉，此次赛事较去年相比，更
加丰富，规模更大，吸引了更多来自
世界各地的帆板爱好者报名参赛。
今年的比赛设男、女公开级场地赛、
男子团体赛和男子个人对抗赛，为选
手增添更多比赛乐趣。

本报海口8月22日讯（记者王黎
刚）2017海南亲水运动季游泳行业
救生员培训开班仪式今天在海南体
育职业技术学院举行，全省150余名
游泳救生员将在4天内进行技能与
理论培训。培训结束后，还将结合社
会体育指导员环岛公益健康行活动
开展安全游泳健康大讲堂活动。

本次培训不收取费用，组委会还
尽全力为学员创造后勤保障服务，让
培训学员无后顾之忧，全身心的投入
学习生活中。共有来自全省各市、县
的150余名游泳行业工作者参与培
训，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游泳救生员培训师卞卡，海南大学副
教授、游泳救生员培训师房殿生担任
培训导师。

近日，省政府审议通过了《海南
省普及中小学生游泳教育实施方

案》。省文体厅举办了2017海南亲
水运动季泳坛明星喊你来游泳青少
年游泳公开课、中小学生暑期游泳
培训（海口站、三亚站）等一系列推
广活动。

救生员培训班包括速游、潜水、
水中赴救、心肺复苏和救生理论讲
解等课程。为倡导安全游泳，扩大
安全游泳宣传力度，经过本次培训
考核合格并通过职业资格鉴定获取
救生员职业资格证书的学员，还将
获得申报社会体育指导员证书的机
会，并将参与本年度举办的社会体
育指导员环岛公益健康行科学健身
大讲堂活动，向社会大众广泛传播
安全游泳知识、技能。

本次培训由海南省文化广电出
版体育厅主办，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
院、海南省体育赛事中心承办。

海南亲水运动季游泳行业救生员培训海口开班

150多名游泳救生员参加 据新华社伦敦8月21日电 斯特林在终场前
8分钟凌空抽射破门，帮助主场作战的曼城21日
以1：1战平埃弗顿，而未能带走3分的“太妃糖”
也有收获——重归母队的鲁尼打入了他在英超联
赛的第200粒进球。

第35分钟，鲁尼在近门柱位置，接勒温的右
路横敲，推射破门，完成了个人生涯里程碑意义的
进球。31岁的鲁尼也成为继前辈阿兰·希勒之
后，第二位打入英超200球的球员。

鲁尼打入英超生涯200球

据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乌拉圭与阿根廷
将在下周宣布联合申办2030年世界杯足球赛。

乌拉圭作为第一届世界杯（1930年）的东道
主，希望通过与阿根廷的合作，在世界足坛第一赛
事迎来创立100周年时赢得举办权。

南美洲上次举办世界杯是在2014年的巴
西，不论谁申办2030年世界杯，都将面临亚洲的
竞争，因为中国有望成为申办的领跑者。

乌拉圭与阿根廷
联合申办2030年世界杯

8月22日，在亚冠联赛四分之一决赛首回合
比赛中，上港队主场以4：0战胜广州恒大队。

图为上港队武磊（右）起脚射门。 新华社发

亚冠四分之一决赛首回合

上港4：0胜恒大

图为帆友们赛前在哈尔滨松花江上驾帆。 新华社发

8月22日，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2017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男
子单打首轮比赛中，马来西亚选手李宗伟以1：2不敌法国选手莱维德
斯，无缘第二轮。图为李宗伟在比赛中回球。 新华社发

羽球世锦赛

李宗伟首轮遭淘汰

国际旅游岛帆板大奖赛本周末哈尔滨扬帆

男单战报（首轮）
孙完虎 2：0 科利奥宁
林 丹 2：0 梅里利斯
石宇奇 2：0 埃文斯
谌 龙 2：0 保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