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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中国宝安集团海南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恒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海
南分公司:

2017年10月25日，业委会代表一行六人，同中国宝安集团海南
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恒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及法律顾
问等五人进行谈判，通报了物业公司不负责任不作为，江南城小区管
理脏乱差等问题。谈判双方达成整改共识：1、开发商物业公司应停

止目前的一切对抗行为，撤销行政诉讼案；2、物业公司必须进行整
改；3、明确物业与业主是服务与被服务的法律关系；4、依据《物业管
理条例》双方签定维修和各种资金使用及管理协议。以上达成共识
后，你们以各种借口不签约。依据《物业管理条例》有关规定，业主联
签已达到法定人数，现决定：

对深圳市恒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留用察看6个月，
从2017年11月15日起，至2018年5月15日止留用整改，视其物业
整改表现决定解聘或留用。

《关于解聘留用察看六个月的通知》

宝安·江南城第一届业主委员会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对拥有的三亚金中海国际置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黄山市黄山区名人

国际艺术家庄园置业有限公司、南京市龙昌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债权资产情况
截至2017年10月31日，我分公司拥有三亚金中海国际置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黄山市黄山区名人国际艺术家庄园置业有限公司、南京市龙昌

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债权本金余额、重组收益合计人民币164,965,361.11 元(最终转让金额以债权转让时点计算为准)，具体详见下表：

二、交易条件
要求买受人信誉好，有一定资金实力并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

来的风险，交易资金来源合法。
三、对交易对象的要求
国内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

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
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
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
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
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
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四、公告期限
公告期限为20个工作日，2017年11月21日至2017年12月

18日，公告期内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有意向者请在
截止日期前提交书面意向书。

五、联系方式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
刘先生：0898-66701497，滕先生：0898-66746779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898-66734669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53-1号。
传真：0898-66700042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发布日期：2017年11月21日

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2017年12月18日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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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金中海国际置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黄山市黄山区名人国际艺术家庄园置业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 重组收益 合 计
107,250,000.00 1,751,750.00 109,001,750.00

一、抵押：1.黄山市黄山区太平湖“金龙岛”项目商服用地184762.06
平方米（黄国用（2010）第128号）及地上在建工程（约107642.91平
方米）。2.三亚市三亚湾金中海蓝钻项目631.27平方米未售房产。
二、担保：1.南京龙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2.项
目实际控制人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南京市龙昌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 重组收益 合 计
15,000,000.00 245,000.00 15,245,000.00

一、抵押：1.黄山市黄山区太平湖“金龙岛”项目商服用地184762.06
平方米（黄国用（2010）第128号）及地上在建工程（约107642.91平
方米）第二顺位抵押。
二、担保：1.三亚金中海国际置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黄山市黄山区
名人国际艺术家庄园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2.项目实际
控制人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南京市龙昌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 重组收益 合 计
40,000,000.00 718,611.11 40,718,611.11

一、抵押：1.黄山市黄山区太平湖"金龙岛"项目商服用地184762.06
平方米（黄国用（2010）第128号）及地上在建工程（约107642.91平
方米）第三顺位抵押。
二、担保：1.三亚金中海国际置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黄山市黄山区
名人国际艺术家庄园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2.项目实际
控制人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琼海市嘉积城区城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地块S2-5-12局部用地规划条件修改的公示

《琼海市嘉积城区城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地块S2-5-12局部
用地规划条件修改的技术论证报告已编制完成，用地位于豪华路与
车站路交汇处西北侧，用地面积为3333m2(约5亩)。现拟修改用地规
划性质和规划条件。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与建议，
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30个工作日（2017年11月21
日至2018年1月2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规划委员会、琼海市政
府门户网（http://www.qionghai.gov.cn/）、海南日报和用地现
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2671973141@qq.
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管理组；地址：琼海
市嘉积镇金海北路琼海市规划委员会；邮编：571400;（3）意见或建议
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
真实有效，便于我委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
咨询电话：0898-36869726，联系人：陈先生。

琼海市规划委员会 2017年11月20日

琼海市嘉积城区城南片区S8-3-04地块和S8-4-04
地块部分用地（玉泉雅苑项目）规划条件确定的公示

琼海市嘉积城区城南片区S8-3-04地块和S8-4-04地块部分用
地（玉泉雅苑项目）规划条件确定的技术论证报告已编制完成，用地位
于南堀经一路东侧，耀华路由北至南穿过用地，用地面积为20111.1㎡
(约30.17亩)。现拟确定用地规划条件。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
的意见与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30个工作日
（2017年11月21日至2018年1月2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规划委
员会、琼海市政府门户网（http://www.qionghai.gov.cn）、海南日报
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2671973141@qq.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管
理组；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北路琼海市规划委员会；邮编：571400;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见。为确
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便于我委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
系方式。4、咨询电话：0898-36869726，联系人：陈先生。

琼海市规划委员会 2017年11月20日

招标公告
陕西瑞恒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受陵水黎族自治县土地储备开发整

理中心委托，就陵水县本号镇长埇村耕地开垦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项目概况：项目建设规模为4552.88亩，建设内容包括土地平

整、灌溉排水、田间道路工程等（施工图的全部内容）。本项目共1个

标段，每个投标单位只能报1个标段。招标范围：工程施工总承包。

工期：365日历天；有意者可于2017年11月20日至11月27日在海

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站（http://218.77.183.48/htms）购买

招标文件。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水利水

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或以上资质，项目经理为本单位注册的水利

水电工程专业贰级或以上注册建造师，且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

项目的项目经理。联系人：李先生65812264。

海南元宏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7年12月5日上午10时在本公司拍卖厅按现

状整体公开对如下标的物进行竞价拍卖：
位于乐东县乐城江南一路县烟草专卖局商品房,共计10间(只限

铺面房屋范围,不包含铺面后面的场地及设施),建筑面积455.62m2

(上下层)的租赁使用权，出租期限为3年。
上述标的物的整体参考价：44万元，竞买保证金：9万元。标的

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12月1日前。标的展示地点：乐东县乐城江
南一路县烟草专卖局。有意竞买者请于2017年12月01日上午12
时前将竞买保证金汇入我公司指定账户（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账
户名称：海南元宏拍卖有限责任公司；账号：266252590128；开户行：
中国银行海口龙珠支行，并携带有效证件到我公司了解详情办理竞
买手续。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海南国际贸易商务大厦C座
703室；联系电话：0898-66512838、66503148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709HN0185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海口市和平大道回龙小区公
寓楼三套房产。建筑面积均为156.78平米。挂牌价分别为：3
单元301室62.72万元、3单元401室61.93万元、3单元402室
61.93万元。公告期为：2017年 11月 21日至2017年 12月 4
日。对竞买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
（http://www.hncq.cn）、E交易网（http://www.e-jy.com.cn）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ggzy.hi.gov.cn）查询。
联系方式：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
电话：65237542，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
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26林先生、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7年11月21日

海南好亦康医药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780738208，法
定代表人：许志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和五十四条
规定，我局对你公司2011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涉
税情况进行检查，发现你公司存在涉嫌少申报收入的违法事实,
你公司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现需你公司对检查发现涉嫌少申报
收入的违法事实予以核实确认，或提供有关证据。鉴于目前你公
司已不在注册地址办公，法定代表人、财务联系人均无法联系，相
关涉税文书无法直接送达，现将《税务事项通知书》（琼国税四稽
通 [2017]28号）公告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
送达，我局将依法作出处理。

《税务事项通知书》（琼国税四稽通 [2017]28号）主要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和第五十四条规
定，我局对你公司2011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涉税情况
进行检查，发现你公司存在涉嫌少申报收入的违法事实,限你公
司收到本通知书后7日内，来我局对涉嫌少申报收入的违法事实
予以核实确认，或提供有关证据材料。你公司有陈述、申辩的权
利，逾期不进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我局将按有关规定
作出处理。

特此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四稽查局

2017年11月21日
办公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国税大厦6楼8604房
联系人：王尤精、秦鸣
联系电话：0898-66792057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四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四稽告字[2017]13号

我公司受委托，定于2017年12月1日上午10：00时在我

公司公开拍卖：

海口市白龙南路 40号琼苑广场 J幢 1506房产和H1幢
106号车库。参考价122.43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2017年11月22日至11月29日。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7年11月30日上午12时前来我公

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竞买人应符合海口市房地产限

购政策要求的条件，竞买保证金以到账为准）。

地址：海口市文华东路3号市政办公楼第七层

电话：66753060 66753061 联系人：吴先生

海南物资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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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20日讯（记者卫
小林）11月19日晚10时许，第十三届
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在广州白云国际
会议中心落幕，由海南影视公司选送
的本土影片《旋风女队》斩获了3个奖
项，这是记者今天从片方海南一品天
成影业公司获悉的。

据介绍，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儿童
电影节为期5天，有近千名中外影人
汇聚广州，观摩影片，研讨洽商，为中
国儿童电影发展寻找新动力、探索新
途径。在19日晚举行的闭幕式暨颁
奖晚会上，最受瞩目的竞赛单元评选
结果正式揭晓。

评委会从来自23个国家和地区
的128部作品中，经层层筛选，选出
19部影片入围竞赛单元。由7名儿
童电影专家组成的国际评委会，经投
票评选出了本届电影节各专业奖项：

中国影片《天籁梦想》获得最佳儿童
片，中国动画片《摇滚藏獒》获得最佳
动画片，墨西哥电影《寻找宝藏》导演
玛利亚·诺瓦罗获得最佳导演，法国影
片《想飞的轮椅女孩》编剧奥利维亚·
林戈尔（法国）和伊芙斯·林戈尔（比利
时）获得最佳编剧，印度电影《高鲁：勇
气之旅》男演员瑞特维克·萨荷尔获得
最佳儿童男演员，中国海南电影《旋风
女队》女演员杨心怡（饰演百竹）获得
最佳儿童女演员，《高鲁：勇气之旅》女
演员伊拉·安润获得最佳成人演员，
《旋风女队》同时还获得了最佳中国儿
童片特别奖。

记者了解到，在另外由300名小
评委投票评选的两个奖项中，海南电
影《旋风女队》以最高票数斩获了“我
最喜爱的故事片”奖，荷兰动画电影
《大笨蛋和小傻瓜》获得“我最喜爱的

动画片”奖。专家评委与300位小评
委的评选过程相互独立，互不干扰，保
证了评选过程的公平与公正。

据悉，《旋风女队》以我省琼中女
足的励志成长经历为故事原型，彰显
了海南年轻女性在面对挑战时表现出
来的不屈勇气和奋斗精神。该片由本
土影视机构海南一品天成影业有限公
司联合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中国儿童
电影制片厂共同摄制，今年2月28日
在琼中开拍，10月上旬在全国各地院
线上映。曾主演电影《张思德》中的张
思德、《离开雷锋的日子》里的雷锋，电
视剧《神医喜来乐》中的德福的著名演
员吴军出演该片男一号；曾在电视剧
《武林外传》中饰演莫小贝的青年女演
员王莎莎出演女一号；影片原型故事
中的主角——琼中女足的部分队员，
也在片中本色出演。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广州落幕

海南电影《旋风女队》获3个奖项

海南电影《旋风女队》剧照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记
者史竞男 白瀛）记者从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电影局获悉，截至11月
20日，2017年全国电影票房正式突
破500亿元。这是中国电影票房首
次突破500亿元大关。

来自电影局国家电影事业发展
专项资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数据
显示，截至11月 20日 18时 57分，
2017 年全国观影人次已经达到
14.48亿，同比增长15%。全国总票
房中，国产影片票房为262亿元，占

比52.4%。全年票房过亿元影片有
78部，其中，国产影片为39部。

中国电影从2003年全面推进产
业化进程以来，票房持续走高，从
2002年不足10亿元，到2010年首次
突破100亿元，2013年又迈过200亿

元门槛，2015年突破400亿元。
电影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电

影将进一步深化供给侧改革，加强青
年电影人才的培养，提升观影水平，
讲好中国故事，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截至11月20日18时57分

我国电影票房首次突破500亿元
根据老舍同名小说改编

《不成问题的问题》
今天全国上映

据新华社电（记者白瀛）根据老
舍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不成问题的
问题》将于21日全国上映。影片由范
伟、殷桃主演，在金马影展、东京电影
节和北京电影节已斩获多项大奖。

导演梅峰19日在京介绍，三幕黑
白片《不成问题的问题》背景设定在
抗战时期重庆的一个农场，通过“老
好人”丁务源、游手好闲“艺术家”秦
妙斋、踏实做事者尤大兴之间的故
事，讽刺了中国式人情。

梅峰此前编剧过《浮城谜事》并获
第7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编剧奖，以
《春风沉醉的夜晚》获得第62届戛纳国
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佳编剧奖。《不
成问题的问题》是其电影导演处女
作。该片曾获第53届台湾电影金马
奖最佳改编剧本奖和最佳男主角奖、
第29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最佳艺术贡献奖、第7届北京国际电影
节最佳男主角奖和最佳编剧奖。

梅峰说，电影在保留小说精华的
基础上丰富了人物和矛盾层次，不仅
对权力地位、男女关系、上下勾连等
有所涉及，且在故事性和悬念设置上
都铺足了戏份。

北京舞蹈学院附中
来琼招生

本报海口11月20日讯（记者卫小林）北京
舞蹈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以下简称北舞附中）
又来琼招生了。记者今天从其在海南的定点招生
单位海南椰娃艺术团获悉，此次招生共有五个专
业，初试时间定于12月10日举行。

据介绍，北京舞蹈学院是我国舞蹈艺术专业
的最高学府，是许多学习舞蹈艺术学生向往的艺
术圣殿，而要进入这个殿堂，进入北舞附中学习可
谓桥梁。截至今年，北舞附中已来海南开展招生
工作6年了。今年招生的专业有芭蕾舞、中国舞、
歌舞、歌舞（音乐舞蹈综合方向）和国标舞。

记者了解到，今年的招生对象是我省小学六
年级至初中一年级的男、女学生，报名截止时间为
12月3日，报名地点在海南椰娃艺术团各教学
点，初试时间为12月10日。

网上报名可登录“北京舞蹈学院附属中等舞
蹈学校”官网，点击进入“2018附中招生报名”，完
成资料填写及缴费，打印准考证即可。

据新华社洛杉矶11月 19日电
（记者高山）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发行
的动作奇幻影片《正义联盟》本周在
北美上映后，以9600万美元的成绩
登顶北美周末票房榜。

该片改编自DC漫画公司的漫
画，由扎克·斯奈德执导，本·阿弗莱
克、盖尔·加朵、亨利·卡维尔等主演，
是“DC扩展宇宙”系列的第五部影
片，讲述了超人、蝙蝠侠、神奇女侠、
闪电侠、海王和钢骨等超级英雄共同
对抗新威胁的故事。

尽管《正义联盟》北美首周末成

绩达到9600万美元，但这部大制作影
片离业内预期的至少1.1亿美元首周
末收入仍有不小差距，这也是第一部
首周末北美票房低于1亿美元的“DC
扩展宇宙”系列影片。该片在北美以
外的国际电影市场表现更好，首周末
吸金超过1.85亿美元。《正义联盟》在
全球的票房已经超过2.81亿美元。

排名第二的是狮门影业发行的
家庭剧情片《奇迹男孩》，该片以2705
万美元的成绩排名北美周末票房榜第
二位。《奇迹男孩》改编自R.J.帕拉西
奥2012年的同名儿童小说，讲述了一

位面部严重畸形的小男孩进入普通学
校，并重拾自信的励志故事。

北美电影票房分析家保罗·德加
拉贝迪安认为：“这部感人至深的影
片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观众们的
好口碑将使得该片在今后一段时间
内都能保持其票房魅力。”

取材自漫威同名漫画的电影《雷
神3：诸神黄昏》本周排名第三，周末
三天的北美票房为2178万美元。这
部电影由漫威影业出品、迪士尼公司
发行，是2011年《雷神》、2013年《雷
神2：黑暗世界》的续集。

《正义联盟》登顶北美周末票房榜

“汉语盘点2017”活动启动

年度字词即将揭晓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记者史竞男）

2017年末已至。这一年身边发生了哪些新鲜
事？国家社会发生了哪些变化？国际局势又有了
什么变迁？“汉语盘点2017”活动20日在京启动，
将采撷词语的珍珠串起一整年的记忆。

该活动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商
务印书馆等联合主办，10余家主流媒体、高校、研
究机构参与协办和支持。活动分为网友推荐、专
家评议、网络投票和揭晓颁奖四个阶段。媒体深
度融合、观察视角多元、实现全民互动是今年活动
的三大亮点。12月21日，活动将正式揭晓年度
字词，并发布“年度十大网络用语”。

启动仪式上，主办方推出“大数据版本”的年
度推荐字词。“新时代、中国梦、人工智能、雄安新
区、共享”等入选国内词，“金砖国家、断交、美联
航、越界、命运共同体”等入选国际词。

“汉语盘点”至今已举办12年，旨在“用一个
字、一个词描述当年的中国和世界”，鼓励全民用
语言记录生活，描述中国视野下的社会变迁。

“知音音乐剧大赏”开演
两岸院校团队同台竞技

新华社台北11月19日电 2017第三届“知
音音乐剧大赏”19日在台北南海剧场开演，两岸
院校共九支表演团队将在十天里陆续登台竞技，
推动两岸音乐剧文化交流和音乐剧发展。本届有
来自两岸八所院校的九个作品参与决赛演出，其
中三个大陆表演团队将在比赛结束后前往苗北艺
文中心巡演。《正义联盟》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