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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省吉他学会通知
本学会，全省各分会和从事吉他教

育的各位老师们！由海南省吉他学会和
全国艺术特长生认证委员会共同举办首
届全国吉他专业教师认证书培训班，（证
书加盖两单位钢印，加入电子存档，国家
一级证书，官方网站可查询），定于11月
1、2日培训，地址：海口市海秀东路33号学
会总部。电话：18907663029羊基敏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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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识别号

330327198111067371C1

460029196912154631

91460300MA5RCJA014

370305198311080430C1

36232919730511032901

352224196708161012C1

610324197907080049C2

46030019720805001XC1

460300198007130085C1

430111196901212222C1

230230750911241C1

460300197310280014C1

43092119830324421101

460029540825741C1

42032419781011004XC1

430722198004292278

460300197211250012C1

460024780715007C1

460004197305103418C1

510129691203401C1

460300630624031C1

纳税人名称

洋浦加勒比
娱乐城堡
洋浦农家羊
鱼鸡饭店
海南欧曼贸
易有限公司
洋浦海客隆
酒楼
洋浦玖州乳
羊馆
洋浦武夷娱
乐会所
洋浦川奇王
火锅城
洋浦石磊餐
馆
洋浦碧香苑
火锅城
洋浦天外天
酒楼
洋浦大东北
酒家
洋浦红树林
排挡
洋浦添海商
务宾馆
洋浦达明批
发店
洋浦湘楚食
府
洋浦渔米之
乡饭荘
洋浦丰海海
鲜城
洋 浦 2008
酒吧
洋浦洋城地
带娱乐城
洋浦成都胖
娃火锅
洋浦景隆休
闲山庄

经营地址

洋浦农贸市场三层

洋浦经济开发区吉浦路民
生广场67-68号商铺
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金
洋路浦馨苑7号楼1004房
洋浦经济开发区吉浦路凯
丰美食广场西南角地下室1
洋浦经济开发区远洋路东
面港务局快餐店斜对面

洋浦金泰大酒店一楼南侧

洋浦高达楼一、二单元一楼

洋浦远洋路洋浦环卫有限
公司大院内
洋浦港北路西路段北侧物
业宾馆楼一楼
洋浦远洋路金泰大酒店二
楼
洋浦港北路海员俱乐部一
楼
洋浦灯光球场铺面30#31#
32#
洋浦经济开发区港北路西
段北侧

洋浦华海楼5栋109号

洋浦远洋路千家村酒店一
楼
洋浦新英湾区五山街路口
左侧
洋浦干冲电厂路码头西侧
海岸边

洋浦金兰商城宾馆楼

洋浦新浦西大街金天旅游
城二楼

洋浦美食城

洋浦港北路海员俱乐部一
楼

纳税人类型

个体经营纳税
人税务登记
个体经营纳税
人税务登记
单位纳税人税
务登记
个体经营纳税
人税务登记
个体经营纳税
人税务登记
个体经营纳税
人税务登记
个体经营纳税
人税务登记
个体经营纳税
人税务登记
个体经营纳税
人税务登记
个体经营纳税
人税务登记
个体经营纳税
人税务登记
个体经营纳税
人税务登记
个体经营纳税
人税务登记
个体经营纳税
人税务登记
个体经营纳税
人税务登记
个体经营纳税
人税务登记
个体经营纳税
人税务登记
个体经营纳税
人税务登记
个体经营纳税
人税务登记
个体经营纳税
人税务登记
个体经营纳税
人税务登记

法定代表人或业主

刘学仕

万华

朱鸿潮

于鑫

胡海英

李存斯

袁园

符卫东

蔡小红

陈淑群

董春裕

林发亮

杨军

梁达明

袁露

彭力

唐琼玉

吴良师

王波

杨朝培

陈湘君

330327198111067371

460029196912154631

410823198009017951

370305198311080430

362329197305110329

352224196708161012

610324197907080049

46030019720805001X

460300198007130085

430111196901212222

230230750911241

460300197310280014

430921198303244211

460029540825741

42032419781011004X

430722198004292278

460300197211250012

460024780715007

460004197305103418

510129691203401

460300630624031

期末欠
税额（元）

103338

45720

42100.63

27305

26819.07

21238

18036

15046.65

13893.75

13777.5

12525

11964

10190

9842

7951

7620

6680

5283.6

5180

5010

4791

是否走逃、失踪
的纳税户以及
其他经税务机
关查无下落的

纳税人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欠税公告 （2017年3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五条及《国家税务总局欠税公告办法》的规定，对经税务机关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税

款的纳税人，予以公告追缴。下列纳税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日内，到主管地方税务机关缴纳税款、滞纳金或提供纳税担保，逾期不缴纳
的，将记入纳税不诚信名单，并依法阻止其法定代表人出境，采取冻结、扣缴存款，扣押、查封、依法拍卖或变卖财产等税收保全或强制措施，
或者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缴税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地方税务局 2017年10月27日

本报三亚10月26日电（记者孙
婧）历时一年多创作和打磨，《中国新
歌声》实力唱将、三亚歌手赵小熙即将
发布首张个人小专辑《爱是遇见你》。
日前，专辑同名主打歌《爱是遇见你》
上线，在多个音乐平台均可选听。

据了解，《爱是遇见你》由荣获第
28届金曲奖最佳编曲人奖的音乐制
作人任中强为赵小熙量身打造。歌曲
选择小众化的“放克”曲风，凭借更随
意的节奏和旋律，演绎出了“遇见你”

时跃跃欲动的心情，而这样的风格，正
是赵小熙擅长的类型。赵小熙表示，

“你”既可代表恋爱中甜蜜的伴侣，也
可代表改变他人生的吉他与音乐。

据悉，小专辑中除了主打歌《爱是
遇见你》外，还囊括热力四射的《种爱
得爱》，爱意盘根错节却要忍痛放弃的
《连根拔起》，以及遇到气流也要疯狂
转音的《候鸟》。四首歌曲，虽然风格
各不相同，但都共同展示着“赵小熙
式”“放克”曲风的个人魅力。

本报海口10月26日讯（记者徐
晗溪）今天上午，由海口市政府与爱奇
艺联合主办的“爱奇艺FUN盛典高峰
论坛暨金花瓣颁奖典礼”在海口开幕，
来自全国多地的数百名动漫专家共聚
一堂，探讨中国动漫产业发展。

无论中国的孙悟空、哪吒、黑猫警
长，还是欧美的米老鼠、白雪公主、加
菲猫，这些著名动漫形象都有一个共
同点——基于一个好故事。“只有好的
故事才能孵化好的动漫产品，才能与
观众形成情感共鸣，才有可能成为一
个动漫IP。”爱奇艺首席内容官王晓
晖认为，海南不仅有优美的自然风景，

还有丰富的文化资源，这些都能成为
海南发展文化产业的核心基础。王晓
晖表示，爱奇艺看好海南文化产业发
展前景。作为国际旅游岛，海南可以
借鉴迪斯尼的发展经验，通过文化IP
吸引游客，让他们在“玩”中找到情感
共鸣，增强游客与海南的感情粘合度。

动漫游戏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被誉为朝阳产业，具有广
阔的发展前景。省文体厅相关负责人
表示，爱奇艺海口创意中心于今年6
月启动，本次活动既是爱奇艺与海南
省加强合作的具体实践，也将推动海
南动漫游戏产业的发展。

本报海口10月26日讯（记者
卫小林）今天傍晚，国产探险题材
电影《七十七天》在海口星橙国际
影城巨幕厅举行海南超前品鉴会，
让大批户外运动爱好者和影迷关
注的《七十七天》终于揭开神秘面
纱，也为该片11月3日在海南上映
提前预热。

记者走进观众厅，发现有382
个座位的巨幕厅里只剩第一排没
有观众了，其他座位早已座无虚
席。银幕上，正在播放着《七十七
天》导演赵汉唐和女主演江一燕的
采访视频。赵汉唐说，邀请江一燕
担任主演时，他表示剧组资金有
限，意思是希望江一燕能够以友情
价接演这部影片。但当江一燕看
到这个故事后，她竟然主动放弃片
酬接演了这部影片，这让他很是感
动。江一燕则说，她看到片中女主
人公原型后深受感动，一个残疾
人，竟然能够不忘初心，生活中充
满着正能量，使她立即决定义务演
出。因此后来在正式拍摄过程中，
即使多次都快要因缺氧而晕厥时，
但江一燕都咬牙坚持着，终于完成
了拍摄。记者观影后发现，这部历

时三年实地拍摄的影片品质非常
精良，尤其把羌塘无人区的景色拍
得美轮美奂，给满场影迷留下了十
分深刻的印象。

记者了解到，《七十七天》取材
自我国探险家杨柳松2014年孤身
一人用77天穿越羌塘无人区的真
实经历以及他撰写的《北方的空地》
一书，导演赵汉唐不仅执导影片，而
且担纲了影片主演，一个人、一辆山
地自行车、极有限的补给，徒步77

天，行走1400多公里，历经沙尘暴、
龙卷风、野兽围攻等各种危机，最终
战胜了极地高寒、缺氧、缺水等重重
困难，完成了全片拍摄。

值得一提的是，《七十七天》的
主创团队由摄影指导李屏宾、音效
设计杜笃之、配乐何国杰、剪辑顾
问廖庆松等人组成，他们均是斩获
过台湾电影金马奖或香港电影金
像奖的华语影坛顶级高手，因而为
《七十七天》带来了很高的品质。

本报海口10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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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地名文化系列活动，今天在海口举
行颁奖仪式，经网上投票、专家评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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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征集评
选结果正式揭晓，百余位活动参加者
脱颖而出，获得组委会嘉奖。

承办方省影视家协会相关负责人

在颁奖仪式上汇报了该活动开展以来
的基本情况。该活动今年3月1日正
式启动，前后历时7个多月，引起了社
会各界和广大网友的高度关注，仅南
海网专题页面的点击量就高达67万，
访问量超过69万，“海南地名文化系
列活动”一词在百度、360等搜索结果
高达百万条，网络投票单稿最高票数
超过4万票，总投票数高达67万余
票，收到了非常良好的社会效益。本
次系列活动共收到省内外投稿256

件，其中，专题评选类的海南百个地名
传说故事征集到作品149件，海南地
名文化评选活动征集到作品107件。
来稿内容丰富多彩，涵盖海南各市县
具有代表性的地名和地名故事。而首
期计划拍摄的以大海南、南海地名和
黎族苗族地名为主题的5集纪录片
《这里是海南》《命名祖宗海》《拥抱海
之蓝》《寻根五指山》和《名存大自然》，
也已经拍摄制作完成。

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在颁奖仪式

上正式揭晓了此次征集评选活动的最
终获奖名单。其中，海南百个地名传
说故事专题设一等奖5名、二等奖10
名、三等奖20名、入围奖65名，共有
百个地名传说故事获奖。海南十大红
色圣地、十大名人故里、十大古街老巷
和十大黎族苗族乡（镇）村获奖名单也
同时揭晓；临高县文联荣获此次活动
唯一的最佳组织奖。

省文联相关负责人在发言中指
出，随着我省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一些古老地名逐渐消失，新地名层出
不穷。在地名快速更迭的时代背景
下，地名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发展不仅
十分重要，而且十分紧迫。首届海南
地名文化系列活动的举办，就是贯彻
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有关推进地
名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精神，挖掘、保
护、传承和弘扬海南地名文化，提升海
南国际旅游岛文化内涵。

首届海南地名文化系列活动海口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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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正式揭晓

根据探险家杨柳松77天孤身穿越羌塘无人区真实经历拍摄

探险片《七十七天》超前品鉴海口举行
爱奇艺动漫嘉年华海口开幕

三亚歌手赵小熙新歌上线

东京国际电影节开幕
据新华社电（记者马峥 庄思齐）第30届东

京国际电影节25日开幕，包括中国电影《暴雪将
至》在内的15部影片将角逐最佳影片金麒麟奖。

组委会介绍，入围影片从来自88个国家和地
区的1538部作品中选出。由青年导演董越执导
的犯罪悬疑电影《暴雪将至》是本届电影节唯一入
围主竞赛单元的华语电影。中国演员、导演赵薇
将担任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

《暴雪将至》讲述了上世纪90年代，一名满怀
雄心壮志的编外协查人员寻找一起连环杀人案凶
手的故事，影片融合了悬疑、犯罪等类型片元素。
其他入围本届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影片包括日本
影片《不想恋爱》、德国影片《忘记尼克》和马来西
亚影片《阿奇洛》等。

第30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于10月25日至11月
3日举行，其间将展映200多部来自世界各地的影
片。日本影片《钢之炼金术师》将作为开幕片展映，
闭幕片则为美国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2》。

为庆祝东京电影节30周年，由陈凯歌执导的
中日合拍片《妖猫传》将作为开幕片特别展映。

中柬文化合作又添新项目

舞台剧《吴哥王朝》首演
据新华社柬埔寨暹粒10月26日电（记者毛

鹏飞）由中柬双方联手打造的史诗舞台剧《吴哥王
朝》25日在柬埔寨暹粒的吴哥王朝大剧院首演，
为促进两国旅游文化交流注入新动力。

舞台剧《吴哥王朝》是中柬合作的“吴哥王朝”
文化项目内容之一。舞台剧结合传统艺术形式和
现代舞台技术，展现了柬埔寨吴哥时期热带雨林
和洞里萨湖之美、战争的残酷悲壮以及人们重建
家园的勤劳智慧。首演时舞台效果美轮美奂，故
事生动感人，博得观众阵阵掌声。

近年来，中柬关系不断发展，推动中国赴柬埔
寨经商、旅游人数快速增长。“吴哥王朝”是四川省
首个落地柬埔寨的“一带一路”文化项目，由四川
德阳美忆文化旅游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与柬埔寨加
华集团共同投资打造。其中的吴哥王朝大剧院占
地6000平方米，可容纳1200余名观众，大剧院将
演艺、商业、娱乐、餐饮等多种业态融为一体。

赵汉唐（左）江一燕在《七十七天》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