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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扫描
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本报海口11月24日讯（记者尤
梦瑜 实习生罗雯）今天晚上，2017海
南（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唱节闭
幕式在省歌舞剧院举行，中老年组、
成人组等组别金、银、铜奖及优秀指
挥奖、优秀钢琴伴奏奖、优秀新作品
奖等揭晓，24支队伍斩获金奖，10余
支国内外合唱团为闭幕音乐会献唱。

河南省教育厅老干部合唱团、海
南红星合唱团、海南师范大学蓝韵合
唱团、天津滨海新区彩虹教师合唱团、
印尼自然之音合唱团、河南省郑州市
艺术工程学校悠扬合唱团、广东省四
会市实验学校合唱团等24支合唱团
队夺得各组别金奖。

闭幕音乐会上，巴基斯坦佩特罗
合唱团、海南大学艺术学院学生合唱
团以及广东中山合唱团二团等合唱团
队为观众献上了韵律悠扬的合唱曲
目。由海口琼山海韵合唱团和海南大
学艺术学院学生合唱团共同演唱的
《为海南停留》，向全体参演、参赛选手
及观众送上祝福。最后，中外团体共
同演唱《友谊地久天长》，为此次合唱
节画上圆满句号。

本次合唱节于11月18日在海口
开幕，为期一周的时间里，70余支国
内外合唱团队、3500余名队员以参
赛、参演等多种方式，为海南观众展
示了合唱的魅力。同时，10余支外

国合唱团队先后走进海口市美兰区、
龙华区、琼山区等地社区及高校，与
本地观众互动。组委会还组织了“唱
响国际旅游岛”陵水、临高、三亚站演
出，举行了海外合唱团专场音乐会和
加拿大同声律动阿卡贝拉工作坊，开
展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唱发
展研讨会和专家讲座，在我省掀起一
股合唱热潮。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唱节海口闭幕
24支队伍斩获金奖

广告

交行唯品会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11月24日，交通银行与唯品会（中国）有限公司全面战略

合作签约仪式在沪举行。交通银行行长彭纯、唯品会（中国）有
限公司董事长沈亚出席签约仪式。交通银行副行长侯维栋与
唯品会（中国）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杨东皓分别代表双方签署
了全面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在公司金融、现金管
理、智慧供应链金融、互联网金融业务等领域展开全面、持续、
创新的合作。

交通银行与唯品会开展全面战略合作，是持续推动国有大
银行互联网转型、推动普惠金融建设的具体举措之一。彭纯表
示，唯品会与交通银行有着长久的合作历史，是交行重要的合
作伙伴。在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今天，唯品会不仅在电商主
业上持续突破，业务规模保持快速增长；亦在互联网金融领域
锐意进取、积极创新，逐渐形成包含“消费金融、三方支付、供应
链金融、代理理财、代理保险、征信业务”等六大业务的金融板
块。一直以来，交行将发展互联网金融作为改革创新的重要战
略组成，尤其在互联网新技术、新业态、新场景发展的当下，更
需秉持开放共赢的原则，与合作伙伴携手实现改革超越。与唯
品会的全面深入合作，必将为双方的业务发展和创新，带来新
的增长动力。沈亚表示，交通银行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银行
之一，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走国际化、综合化道路，以财富
管理为特色的发展战略之路。基于双方业已建立的良好关系，
此次唯品会与交通银行的深入合作，将有利于彼此在各自业务
领域的优势基础上，聚焦未来合作方向、扩大合作领域、深化合
作内容，拓展各自业务深度和广度，深层服务用户。

通过本次协议签署，双方将在互联网金融业务及产品、现
金管理及账户服务、供应链及小微金融业务、大数据、国际化和
综合化业务等业务领域展开全面深入的合作。

关于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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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的规定，经澄迈县人民政府批准，澄迈县国土资源局公开

挂牌出让下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澄国土资告字〔2017〕27号

二、竞买人资格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

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
参加竞买的，按照规定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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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挂牌出让不
接受联合竞买。（二）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
则确定竞得人。

三、竞买申请和登记
有意参加竞买者应于2017年12月1日至2017年12月22日下午

17时整（北京时间）到澄迈县国土资源局三楼土地交易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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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和领取《澄迈县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
名参加竞买。报名时，竞买申请人应缴交竞买保证金（以保证金到账为
准），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7年12月22日下午17时整（北
京时间）。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
局将在2017年12月22日下午17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四、挂牌报价时间和地点
挂牌起始时间：2017年12月15日上午10时整（北京时间）。
挂牌截止时间：2017年12月25日上午10时整（北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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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挂牌出让活动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
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五、其他事项
（一）27010-201482 号地块用于饮用纯净水项目建设。（二）

27010-201625 号地块用于液化石油气罐装站项目建设。（三）竞买
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我局签订《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地块的合同
价款，合同签订后 1 个月内必须缴纳不低于出让价款 60%的首付
款，余款按出让合同约定的时间付清。（四）受让人取得土地使用权
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水务、绿化、环保、消防、交通
管理等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管理规定。（五）成交价款不含各
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有关规定缴纳），挂牌交
易服务费按有关规定收取。（六）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澄迈县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

联系人：王先生、张先生；电话：0898-67629052、65303602
http://www.ggzy.hi.gov.cn、http://www.hnlmmarket.com/

澄迈县国土资源局 2017年11月25日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龙凤村
西北侧地段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北一
环路7.3公里处南侧

地块按现状
条件出让

地块按现状
条件出让

地块编号

27010-

201249

27010-

201482

27010-

201625

27512-

201212

位置

6.2654

1.2640

0.3375

0.7620

面积
(公顷)

50年

50年

40年

50年

使用
年限

工业
用地

用途 容积率

≤1.8

≤0.5

≤1.0

建筑
密度

≤25%

≤55%

≤25%

≤35%

/

≥30%

/

/

建筑
系数

≤36米

≤24米

≤15米

≤35米

建筑
限高

≥ 35%

≤ 20%

≥ 20%

≥ 35%

4726

570

427

315

起始价
(万元)

4726

343

427

315

保证金
(万元)

//

≥660

/

/

投资强度
（万元/公顷） 备注

科教
用地

澄迈县金江镇大拉河及岭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工业
大道4.3公里处南侧地段

公 共
设施
用地

批发
零售
用地

绿地率

地块按现状
条件出让

地块按现状
条件出让

≥0.8
且≤1.6

网络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2017年12月25日上午10时开始，

在湛江市赤坎区大德一横路61号湛江市公共资源拍卖服
务中心，以网络电子竞价方式公开拍卖以下标的（网址：
http://pm.caa123.org.cn即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
平台）：被执行人谢宇兰所有位于海口市和平大道鸭尾溪
畔土地使用权【证号：海口市国用（2010）第006814号，使
用权面积：842.66㎡】及地上建筑物别墅C4栋【证号：海口
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237666号，建筑面积：410.22㎡】,
起拍价6358400元，保证金63万元。注：上述标的网上自
由报价时间：12月25日10时至12月26日10时，竞价程
序结束前五分钟无人出价的，最后出价即为成交价，有出
价的，竞价时间自该出价时点顺延五分钟。竞买人的出价
时间以进入网络司法拍卖平台服务系统的时间为准。其
余以拍卖当天网络发布资料为准。有意竞买者，请于2017
年12月18日下午16时前将保证金汇入法院账户,以到账
为准，（户名：湛江市赤坎区人民法院；开户行：湛江市建行
赤坎区支行：账号(44001688638053001267）,并于12月
22日前携带身份证明及法院收据到我司办理网络竞买手
续。标的按现状拍卖，法院不负责搬迁和清场，成交后买
受人自行办理过户手续及承担一切过户的税、费等各种费
用，能否过户及一切未知的瑕疵由买受人自负。

法院监督电话:(0759)2290310（中院）、（0759）3587336
(赤坎) 法院诉讼资产网：http://www.rmfysszc.gov.cn/，展
示时间：12月15日，咨询电话：15816086644

广东华鸿拍卖行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

日常火灾防范知识普及之十六

家庭初期火灾的应对家庭初期火灾的应对
11、、评估评估。。发生火灾后发生火灾后，，必必
须迅速对形势进行评须迅速对形势进行评
估估，，以确定采取正确的以确定采取正确的
措施措施。。

22、、逃生逃生。。通知家中所有通知家中所有
人立即逃生人立即逃生，，应相互帮应相互帮
助迅速逃往安全地带助迅速逃往安全地带，，
确保每个人的安全确保每个人的安全。。

33、、报警报警。。第一时间拨打第一时间拨打
119119火警报警电话火警报警电话，，告之告之
起火建筑确切地址起火建筑确切地址、、火火
势大小势大小、、有无人员被困有无人员被困，，
并留报警人电话并留报警人电话。。

44、、灭火灭火。。如果火势不大如果火势不大，，
可尝试自行灭火可尝试自行灭火。。但不但不
要使自己置于危险境要使自己置于危险境
地地。。特别要注意防止有特别要注意防止有
毒烟气侵害毒烟气侵害。。

55、、救人救人。。火场上如有人火场上如有人
被困被困，，首要的任务就是首要的任务就是
把受困人员从火场中抢把受困人员从火场中抢
救出来救出来。。救人与救火可救人与救火可
同时进行同时进行，，以救火保证以救火保证
救人工作的进行救人工作的进行。。

66、、建议建议。。消防救援人员消防救援人员
到达后到达后，，应告之基本情应告之基本情
况况，，特别是如果有人还特别是如果有人还
未逃出房屋未逃出房屋，，一定要立一定要立
即告诉救援人员即告诉救援人员。。不要不要
再次进入房屋抢救个人再次进入房屋抢救个人
财物财物。。这些工作应交由这些工作应交由
消防人员完成消防人员完成。。

海口假日海滩
亲水嘉年华开幕

本报海口11月24日讯（记者王
黎刚）2017年海南亲水运动季之海口
假日海滩亲水嘉年华活动今天开幕。
沙滩拾球、托轮胎赛跑、沙滩龙舟赛、
保龄球赛、齐心协力向前冲等5项亲
水趣味活动，让海口市民和各地游客
陷入了亲水活动热潮之中。

海口假日海滩亲水嘉年华活动旨
在普及海上应急救援知识，此外，主办
方还增加了许多有趣的亲水运动项
目，并在现场设置二维码免费打印照
片区域，让游客市民把精彩带回家。

据悉，海口假日海滩亲水嘉年华
活动将持续到11月26日。

本报海口11月24日讯（记者卫
小林）今晚8时，海口市琼剧演艺有
限公司在海口市妇联支持下，在海口
中山纪念堂举行琼剧《玉堂春》首场
公益演出，剧组同时接受观众和社会
各界捐赠的图书，旨在为贫困地区儿
童增加图书供应。

据介绍，琼剧《玉堂春》是海口市

琼剧演艺有限公司启动琼剧古本复
活工程后推出的第一台剧目，并于11
月15日在海口举行了首演。该剧演
出消息经《海南日报》等海南本土媒
体报道后，短短几天时间，便有人民
网、新华网、光明网、央广网、新浪网、
凤凰网等3400多个网站刊发了转载
报道，《玉堂春》登上琼剧舞台的消

息，传遍了戏迷们的朋友圈。
记者了解到，今晚上演的《玉堂

春》是该剧在海口演出第二场，也由
此拉开了该剧在海口中山纪念堂定
址免费公益演出10场的序幕。

为了给广大琼剧戏迷带来越演
越精湛的艺术享受，剧组在首演后的
几天里，又马不停蹄地进行了修改和

提升。为了拓宽公益演出的公益性，
活动特别增加了观众捐赠图书环节，
今晚就在海口市妇联支持下，发起了

“赏一出好戏，捐一缕书香，献一片真
情”倡议，现场接受观众与社会各界
捐赠图书，募捐到的爱心书籍，将悉
数转交海口市妇联分发到需要帮助
的贫困地区或公益机构。

赏一出好戏，捐一缕书香，献一片真情

琼剧《玉堂春》海口公益演出

本报海口11月24日讯（记者王
黎刚）记者从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2017年中华龙舟大赛总决
赛将于12月9日至10日在陵水黎族
自治县举行，总决赛奖金100万元，
有36支顶级龙舟队伍参赛，赢得总
决赛冠军的队伍，将代表中国参加

2018年举办的亚锦赛龙舟项目。
据介绍，今年中华龙舟大赛已举

办了6站分站比赛，海南陵水因其美
丽风光和优越的自然条件，成为今年
总决赛举办地，也是陵水第4次举办
这项赛事。

本年度总决赛竞赛项目设职业

组男子22人龙舟100米、200米、500
米直道赛，女子 12人龙舟 100米、
200米、500米直道赛；青少年组男子
12人龙舟100米、200米、500米直道
赛，女子12人龙舟100米、200米、
500米直道赛。比赛按各分站总积
分确定参赛队伍，职业男子组接受前

18名队伍报名，职业女子组和青少年
组接受前6名队伍报名。目前，各组
别总积分前3名的队伍大部分已报
名参加陵水总决赛。

据悉，今年将继续由央视体育赛
事频道（CCTV-5+）和体育频道
（CCTV-5）对本次赛事现场直播。

中华龙舟大赛总决赛下月陵水举行

动画片《寻梦环游记》剧照

迪士尼推出温情动画新片

《寻梦环游记》海南上映
本报海口11月24日讯（记者卫小林）讲述

关于爱与梦想暖心故事的迪士尼动画新片《寻梦
环游记》今天登陆海南各大院线，受到我省喜欢动
画电影影迷的欢迎。

海南院线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北美感恩节电
影票房今天出炉，《寻梦环游记》打败《正义联盟》
登上了票房榜榜首，说明这部合家欢动画电影占
据了影市主导地位。该人士介绍，《寻梦环游记》
由《海底总动员》《玩具总动员》系列动画片原班人
马倾情打造，也是迪士尼旗下皮克斯动画工作室
的第19部动画长片。

记者了解到，该片故事发生在一个普通的墨
西哥家庭。和大多数皮克斯动画片主角类似，片
中小主人公男孩米格拥有一个不被家庭支持的梦
想，为了参加广场音乐大赛，他在亡灵节这天闯入
墓园，想要“借走”歌神的吉他，却被神秘力量带入
亡灵世界。亡者们虽然已经变成骷髅，但他们也
有自己的社会，更有明星演唱会。米格在家庭禁
止其音乐梦想的行动中陷入了亲情与梦想的两难
境地，为此，米格和小伙伴们展开了行动，踏上了
一系列奇幻的冒险旅程。

据悉，该片于10月27日在墨西哥全球首映
后，很快就打破了墨西哥当地的票房纪录，并获得
了当地居民和文化研究者认同。日前在我国上海
举行的提前点映场，也获得影迷和媒体盛赞。今
天上映首日，豆瓣网影迷更是给出了高达9.4分
的高分，说明该片非常受影迷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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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4日晚，海口市群众艺
术馆阳光合唱团在“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合唱节闭幕式上献唱《斗牛调》。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