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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18日讯（记者卫
小林）由省民政厅和省文联联合主办
的“家在海南·铭记乡愁”——首届海
南地名文化系列征集评选结果今天
起在网上公示，海南百个地名传说故
事、十大红色圣地、十大名人故里、十
大古街老巷和十大黎族苗族乡（镇）
村结果出炉，这是记者今天从活动承
办方省影视家协会获悉的。

据介绍，本次征集评选于今年3
月1日正式启动，截至今年7月底，组

委会共收到参评作品256篇。经过两
个多月的公众网络投票及专家组评
议，最终评选出了海南百个地名传说
故事、十大红色圣地、十大名人故里、
十大古街老巷和十大黎族苗族乡
（镇）村并开始网上公示。

记者了解到，获得海南百个地名
传说故事一等奖的作品共5篇，包括
《贡举村》《府城古城墙的由来》《天南
名胜——儋州东坡书院》《乐东毛公
山的传奇故事》《澄江迈山铸就古

县》；获得二等奖的作品共10篇，包括
《天造地设海甸岛》《西门街》《白石岭
“军坡”》《美榔姐妹塔》等；获得三等
奖的作品共20篇，包括《老城不老》
《文昌十八行村》等；另有入围奖65
篇，总共评出100个地名传说故事。

获得海南十大红色圣地的地方
包括海口中共琼崖一大旧址、三亚保
平村、文昌张云逸将军纪念馆、五指
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定安母瑞山革
命根据地纪念园、屯昌南田村、临高

角、昌江昌城村、陵水坡村和琼中白
沙起义纪念园。

获得海南十大名人故里的地方
包括海口海瑞故居、海口丘濬故居、
海口冼夫人纪念馆、儋州中和古镇、
文昌张云逸将军纪念馆、文昌宋氏祖
居、定安王弘诲故居、定安王映斗故
居、临高王佐故里、乐东吉大文故居。

获得海南十大古街老巷称号的
地方包括海口骑楼老街、海口西门老
街、海口居仁坊、海口绣衣坊、三亚崖

城老街、文昌铺前老街、文昌文南老
街、琼海新民老街、澄迈金江老街和
乐东佛罗老街。

获得海南十大黎族苗族乡（镇）
村美誉的地方包括三亚中那后村、琼
海加脑村、五指山水满乡、昌江王下
乡、陵水三十笠村、白沙老周三村、保
亭北头村、琼中什寒村、琼中黎母山
镇和琼中作雅村。

据悉，公示将于10月21日截止，
近期将举行颁奖典礼。

首届海南地名文化系列征集评选结果出炉
百个地名传说故事、十大红色圣地、十大名人故里、十大古街老巷和十大黎族苗族乡（镇）村网上公示

本报海口10月18日讯（记者
卫小林）由金砖国家合作的第一部
影片《时间去哪儿了》将于10月19
日进入海南院线放映，这是记者今
天从我省几大院线获悉的。

据介绍，《时间去哪儿了》由中国
著名导演贾樟柯监制，该片汇聚了来
自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金砖
五国的电影导演，以“时间去哪儿了”
为主题，由五位导演每人拍摄一部电
影短片，分别以各自独特的视角，讲
述自己对于时间和情感的理解。

记者了解到，《时间去哪儿了》
中的五部短片依次为：巴西导演沃
尔特·塞勒斯执导的《颤抖的大地》、
俄罗斯导演阿历斯基·费朵奇科执
导的《呼吸》、印度导演马德哈尔·班
达卡执导的《孟买迷雾》、南非导演
贾梅尔·奎比卡执导的《重生》以及

中国导演贾樟柯执导的《逢春》。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金砖国家迄

今为止已经连续举办了两届电影节，
今年第二届电影节是在四川成都举

办的，五个国家都携带作品参加了展
映，让影迷对金砖国家电影有了较深
的印象。《时间去哪儿了》作为第一部
由五个金砖国家知名导演共同执导

的集锦式电影长片，将共同展示五位
导演对“时间去哪儿了”这一主题的
不同见解，有着“看一部电影而知金
砖五国电影概貌”的美誉。

本报万城10月18日电（记者张
期望 通讯员卓琳植）10月17日晚，
万宁市2017年广场健身操舞暨“万
福万宁”原创健身舞大赛万城镇赛区
初赛在万城举行。

大赛在《今夜舞起来》中拉开序
幕，动人的舞蹈配上动感的音乐，点
燃了现场观众的热情。虽然比赛刚
开场，露天场地就被突如其来的大雨
淋湿，但雨水并没有浇灭参赛选手和

现场观众的热情，17支广场健身舞蹈
队激情演出，充分展示优美舞姿，赢
得现场数百名观众掌声阵阵。

据悉，本次万宁市广场健身操舞
暨“万福万宁”原创健身舞比赛，将分

初赛、复赛、总决赛三个阶段进行，初
赛由13个乡镇（区）自行组织选拔出
3支队伍参加大赛复赛，然后再从全
市各镇（区）39支参赛队伍中选出12
支队伍进入总决赛。

万宁市广场健身操舞大赛启动

金砖国家第一部合作影片——

《时间去哪儿了》今天在琼上映

《全民经典朗读范本》
出版发行

新华社西安10月18日电（记者张博文）“身
长翅膀吧脚生云，再回延安看母亲！”73岁的著名
播音员虹云饱含深情朗读的《回延安》获得了台下
观众的热烈掌声。《全民经典朗读范本》17日在陕
西省铜川市首发。

《全民经典朗读范本》是由中宣部学习出版社
出版发行的融媒体出版物，集结了曹灿等40多位
国内著名语言艺术家朗读的100篇古今中外优秀
作品，是语言艺术家们对优秀经典文化作品精准
生动的诠释，是全民经典朗读的范本。读者使用
手机扫描书中二维码后，即可在线使用图书阅读、
朗读欣赏、分段试听等功能。

在首发仪式上，虹云、雅坤等国内著名语言艺
术家走上舞台，为广大观众朗诵了《全民经典朗读
范本》中的《回延安》《可爱的中国》等经典篇章。

“中国创造”节目模式
在戛纳电视节受关注

新华社法国戛纳10月17日电 （记者韩茜
张曼）在法国戛纳电视节上，100余家中国参展商
携内容形式多样的电视剧、动画片、综艺节目等亮
相，其中中国原创电视节目模式首次单独设立展
位，将“中国创造”电视节目产品推向海外。

《远古竞技》与《未来荣耀》作为参展电视节目
模式中的代表作品，分别以穿越古代和联通未来
为场景，以体育竞技真人秀为主体形式，融入历
史、文化、科技、奇幻等元素，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
的视觉体验。

在主题为“从远古到未来——与中国合作之
美”的推介会上，这两档节目模式的制作与发行公
司世熙传媒详细介绍了节目的形态与内容。海外
参展商十分认可中国公司的节目创意与制作水
准，几十家海外电视公司、电视台表示有意向购买
相关版权。

与世熙传媒合作开发《远古竞技》的英国
Zig Zag电视制作公司总经理马特·格拉夫说，
公司在与中国合作的5年时间里受益良多。“我们
不但了解了中国观众的需求，中国公司在电视节
目制作上的开创精神也给了我们很多启发。”

世熙传媒董事长刘熙晨在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说，这两种节目模式不仅符合当下中国观
众收视兴趣，也具有很强的国际性。“从电视节
目模式的引进走向研发与原创，这一直是我们的
初心。”

戛纳电视节是全球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国际
视听产品与数字内容交易市场之一，每年举办两
次，分为春秋两季。本次秋季电视节16日开幕，
共吸引了来自100个国家和地区的1.4万名业内
人士参加。

第二届意大利
中国电影节开幕
11部中国影片参加展映

据新华社电（记者李洁）第二届
意大利中国电影节16日晚在罗马开
幕，11部中国影片参加展映。

意大利中国电影节旨在促进中国
电影海外传播、加强中意文化融合、助
力两国电影合作。2016年第一届意
大利中国电影节在米兰成功举办。

电影节主席、欧洲时报文化传媒
集团总裁张晓贝、中国驻意大利使馆
文化参赞许蓉、意大利前驻华大使阿
蒂利奥·扬努齐及本届电影节评委会
主席张建亚等数百人出席开幕式。

主办方介绍，《一念无明》《冈仁波
齐》等11部影片，将在本届电影节期
间展映，这些影片既包括在电影市场
创下佳绩的优秀作品，也有独具情怀
的小众电影。京剧电影《穆桂英挂帅》
则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本届电影节评委会囊括多名中意
电影界权威人士，如北京电影学院电
影学系主任吴冠平、著名制片人陶昆、
国家一级演员颜丹晨、意大利著名导
演、编剧兼演员吉奥里亚诺·蒙塔尔多
等。评委会将从参展影片中评选出最
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和最佳
男女演员等奖项。

张晓贝说，在中意文化交流史上，
电影扮演着重要角色，中意建交47年
来，两国拍了大量优秀影片，在促进两
国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卓越作用。

广告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6）琼0106执恢23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6）琼0106执恢23号之五执行
裁定书，本院将于2017年11月13日10时至2017年11月14日10
时止在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第一
次公开拍卖：位于琼海市嘉积镇红星村委会（爱琴·万泉水郡）2-109
房房产。产权证号：海房权证海字第36103号，证载建筑面积41.11
平方米。起拍价：200000元，竞买保证金40000元。咨询、展示看样
的时间与方式：自2017年11月3日起至2017年11月12日16时止
接受咨询（双休日除外）；有意竞买者请于2017年11月13日10时前
于淘宝网缴纳竞买保证金。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2）
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由买受人承担；（3）有可能存在的物业费、
水、电等欠费由买受人承担。咨询电话：0898-66756879（李法官）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5436法院司法技术室：66130025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2017年10月9日

保利秀英港项目2号地块一期项
目建筑方案变更规划公示启事

保利秀英港项目2号地块一期项目用地位于海口港北侧的
A0202地块,项目统一规划、核算指标，分两期开发建设。该项目于
2016年7月经我局批建，总建筑面积90796.09平方米。现建设单位
申请一期项目1、2号楼及幼儿园方案变更，在建筑布局、总体容积率
等规划指标以及户型建筑面积不变的情况下，1、2#楼第13层户型建
筑内部布局调整，调整后与标准层户型一致；幼儿园内部功能布局调
整，外立面优化；经征询市住建局，部分住宅已销售，变更户型已征得
了1、2号楼1301、1302购房业主的同意。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
见，现按程序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7年10
月19日至11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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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1，联系人：陈兴。

海口市规划局
2017年10月19日

我中心拟公开选取一家招标代理机构，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一宗建筑用花岗岩矿采矿权公开招标,因招标产生

的所有费用均由代理机构承担。二、代理机构资格：1、具有建设部门
颁发的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甲级资质；2、具有国内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3、近一年内有类似项目招标代理业绩。三、报名要求：报名时请本单
位注册造价师以及法定代表人(委托他人报名的，代理人须持法定代
表人亲笔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携带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营
业执照、招标代理资质证书、注册造价师证书、类似项目代理业绩证明
（中标通知书或委托代理协议）等有关材料，以上材料核原件，收盖章
复印件。四、报名时间、地点及联系方式：1、报名时间：2017年10月19
日至2017年10月25日（上午8：00—12：00，下午2：30—5：30（北京时
间，节假日除外）。2、报名地点：海口市美兰区美贤路9号省国土资源
厅401室。3、联系电话：0898-65236087 联系人：陈女士

选取招标代理机构的公告

海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 2017年10月19日

遗失声明
澄 迈 县 福 光 塑 料 厂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469027000002520，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460027201542543及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省国营红光农场供销公司综合门市部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69027000000317及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国营红光农场五分场供销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20154231-6及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澄迈红光金山果业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600271000611及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省国营红光农场粮油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600271000318及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省国营红光农场供销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69027000000309及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省国营红光农场房地产开发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20154234-0及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亿源经济发展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60000000031693，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460100201254146及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国营红光农场商业贸易公司（注册号469027000004386）向澄迈

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海南省国营红光农场建筑公司（注册号4600271000636）向澄迈

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澄迈县福光塑料厂（注册号469027000002520）向澄迈县工商行

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海 南 省 国 营 红 光 农 场 供 销 公 司 综 合 门 市 部（注 册 号

469027000000317）向澄迈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
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国营红光农场五分场供销公司（注册号20154231-6）向澄迈县
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澄迈红光金山果业有限公司（注册号4600271000611）向澄迈县
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海南省国营红光农场粮油公司（注册号4600271000318）向澄迈
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海南省国营红光农场供销公司（注册号469027000000309）向澄
迈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海南省国营红光农场房地产开发公司（注册号20154234-0）
向澄迈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
关事宜。

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万宁市人民政府批准，现将如

下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二、竞买人资格：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与竞买。属
境外机构和个人（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提交
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
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竞买。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
竞得人。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参加竞买者请到万宁市国土资源局
办公大楼耕保股（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
号窗口）查询和购买《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
挂牌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期限：2017年10月19日-
2017年11月18日17：00（以竞买保证金实际到帐为准）。

五、竞买保证金：报名时须全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竞买成交后，该
竞买保证金转作土地出让金。

六、资格确认：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
条件的，在2017年11月18日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七、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挂牌时间：起始时间：2017年11月10
日9:30时；截止时间：2017年11月20日9:30时；挂牌地点：海南省政
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

本次竞买活动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
其他方式报价。受理报名、报价时间：报名报价期限内上午8:00至
11:30，下午14：30至17：00。本公告所指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八、本次挂牌事项如有变更，以变更公告为准。
九、咨询方式：咨询电话：0898-62217005 65303602 18976212356

联 系 人：陈先生 杨先生 刘先生
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万宁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10月19日

地块编号
万让2013-46-1-1

号地块

位置
莲神公路礼纪镇桥海村
委会后城村段东侧地段

面积（公顷）

7.6747

使用年限

50年

土地用途

医卫慈善用地

起始价（人民币万元）

5902

竞买保证金（人民币万元）

5902

规划指标
容积率≤1.2，建筑密度≤23%，
绿地率≥40%，建筑限高≤36米。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171019期）

我公司受儋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委托，于2017年11月
16日上午10：30在儋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依法公开拍卖：儋
州市滨河雅苑项目资产（《儋州市城西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10301地
块，用地面积：68214m2，容积率≤2.2，建筑密度≤20%，建筑高度≤ 60
米，绿地率≥40%，停车位≥1253个）。参考价：1.91亿元，竞买保证金
1.5亿元整（以2017年11月15日12:00前到账为准），买受人在拍卖
成交后5个工作日内付清标的成交款。标的按现状拍卖，产权过户
税、费按国家法律法规之规定由买卖双方各自承担。

标的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7年11月14日17：00止。有
意竞买者请于2017年11月15日下午17：00前到我公司或来电了解
详情并到儋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办理竞买手续。收取竞买保
证金单位名称：儋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开户银行：中国工商
银行儋州市城北支行，账号：2201 0312 2982 6400 558。

公司地点：海口市秀英区丽晶路9号丽晶温泉海景花园听涛居15A，
联系电话：0898-68598868 13519892888，
监督电话：0898-23335866。

路桥公司：
你司位于儋州市三都镇政府南侧 6345.7平方米土地（儋国用

（三都）第3712号），经依法认定为闲置土地，且闲置时间已超过两
年，根据《海南省闲置土地认定和处置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三
条之规定，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决定依法无偿收回上述闲置
土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请你司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到
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土地局办理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注
销登记手续，交回土地权利证书。逾期不履行相关义务的，本机关
将直接公告注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和土地权利证书。因无
法直接送达你司，现依法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海
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6个月内直接向海南省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不停止本决定执行。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洋浦大厦规划局1420办公室
联系人：翟顺涛 联系电话0898-28829216

《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

送 达 公 告

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土地局
2017年10月18日

儋州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延期公告
我局2017年9月21日刊登于《海南日报》B03版的两宗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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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号）和（儋国土资公告〔2017〕23号），因故延期，具体延期
事项：1.两宗地块申请人获取挂牌出让文件原截止时间2017年10
月19日，现延期至2017年11月9日；2.两宗地块申请人提交书面
申请原截止时间2017年10月19日，现延期至2017年11月9日；
3.两宗地块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原截止时间2017年10月19
日下午17时，现延期至2017年11月9日下午17时；4.两宗地块我
局原确认竞买资格时间2017年10月19日下午17：30前，现延期
至2017年11月9日下午17：30前；5.儋国土资公告〔2017〕22号该
宗地块挂牌原截止时间2017年10月23日下午15:00，现延期至
2017年11月13日下午15:00；儋国土资公告〔2017〕23号该宗地
块挂牌原截止时间2017年10月23日下午15:40，现延期至2017年
11月13日下午15:40。并注销我局2017年10月18日刊登于《海
南日报》B04版的两宗地块《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更正
公告》中的“注册资本不少于80000.00万元人民币，实收资本不少
于80000.00万元人民币”。原公告及其他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儋州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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