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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注销公告
海口心天地咨询有限公司拟向海

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

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起45天内到

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债权转让通知书
海南建瓴地产公司、海南东台房地

产开发公司：根据我单位与河南省

电力勘测设计院在2017年11月

16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你

们二公司就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

区中级人民法院（2003）浦中民终

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中所判尚

欠我单位债务，于2017年11月16

日起转让给河南省电力勘测设计

院。请你们二公司直接向河南省

电力勘测设计院履行还款义务。

河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地址：河南

省郑州市中原西路212号，联系

人 ：刘 文 莉 037167162267、

13603987695， 余 慧 新

13603868559，特此通知。

河南省电力勘测设计海南分院

注销公告
海南电力招待所批零商店向海南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自见报日起45天内到我

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供 求

遗失声明
海南省建筑设计院(纳税人识别号
91460000201243842M)，海南省
建筑设计院丢失一张海南省建筑
设计院于2017年11月20日开具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
4600163130， 发 票 号 码
03027989，发票金额为 312900
元，发票加盖发票章，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海口玉稳建筑器材租赁有限责任
公司拟向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
起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
宜。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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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889912934

海口湾商铺、仓库厂房出租
仓库厂房位于秀英，13698928615

海甸岛小铺面特价租售
80-160m2家乐福旁66662288

海南有家综合型酒店转让
位于市中心，建筑面积1万多平
米，经营效益良好。有意向者请电
联 张女士 18976103158

儋州金泰鑫贸易有限公司

债权申报公告
因本公司经营方向发生重要变化，

经研究决定对公司债务进行清理，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首次刊登之日

(2017年11月30日)起15天内，向本

公司申报债权（含抵押、质押、保证等

各类担保）。逾期申报者，本公司将

不予承认及支付。联系人：叶长虹律

师，联系电话：13922502331，联系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商会大厦

22楼广东康麒律师事务所。特此公告

儋州金泰鑫贸易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30日

海南韦舜金沙房地产有限公司

债权申报公告
因本公司将进行股权转让，经研究

决定对公司债务进行清理，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首次刊登之日(2017

年11月30日)起15天内，向本公司

申报债权（含抵押、质押、保证等各

类担保）。逾期申报者，本公司将

不予承认及支付。联系人：叶长虹

律师，联系电话：13922502331，联

系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商会

大厦22楼广东康麒律师事务所。

特此公告 海南韦舜金沙房地产

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30日

公告
鉴于海南商务旅游学校已暂停办

学，为维护学生正当合法权益，请

法定代表人张保恩见报之日起7

个工作日内到海口市教育局职成

教处协商办理学生毕业证问题，否

则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联系

电话：谢老师：68724622。

海口市教育局

2017年11月27日

注销公告
海南旭茂隆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拟向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

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作废声明
海南舜天房产咨询有限公司公章、

财务章、合同章因磨损，现声明作

废。

▲乐东利国桥西家庭旅店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469033600071709，现声明作废。

▲临高县临城行空通讯店遗失税

务 登 记 证 副 本 一 本 ，证 号

46002819680808362X，声 明 作

废。

▲临高临城康力药店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 李长武不慎遗失身份证，证号：

460103199306250012，特 此 声

明。

▲黄国才遗失税务局开出的儋州

白马井恒大金碧天下7栋101房

房产过户税收证明书一份，转让

方：儋州滨海投资有限公司，受让

方：黄国才，税收证明书编号：

10024616000008048154，特此声

明作废。

▲黄国才遗失税务局开出的儋州

白马井恒大金碧天下7栋102房

房产过户税收证明书一份，转让

方：儋州滨海投资有限公司，受让

方：黄国才，税收证明书编号：

10024616000008042980，特此声

明作废。

▲海南建宝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开户许可证，证件编号：

J6410004049601，声明作废。

▲杨柳不慎遗失海南景业清水湾

3号二期K2一401室的收款收据

一张，收款收据编号：000 4271 ，

金额：人民币75000元，声明作

废。

▲澄迈金江金马德春隆参茸药品

超市遗失法人章、发票专用章，特

此声明作废。

▲周丽琴遗失由海南协兴地产发

展（香港）有限公司开具的富力湾

项目山海豪庭PA80-102定金收

据客户联一张.（编号6011818，金

额10万元），特此声明作废。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百邦典当
快速办理房产抵押
汽车质押当日放款

电话：13322060722、68575600

本报文城12月2日电（记者王玉
洁 实习生王茹仪）记者从省总工会获
悉，由省总工会、省禁毒办和省防艾办
主办的“文化惠职工”暨禁毒·防艾宣传
下基层慰问演出日前走进文昌一企
业。自11月下旬以来，该演出已经进
行了4场，目的在于提升职工拒毒防艾
的意识和能力，将更多职工尤其是青年
职工吸引到禁毒防艾活动中来。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禁毒
防艾重在预防、重在教育，慰问演出旨
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做好禁毒防
艾宣传，积极参与全省禁毒三年大会

战行动，力争把禁毒防艾宣传教育延
伸到每一个工矿企业，下沉到每一个
车间班组，在广大职工中迅速掀起新
一轮禁毒防艾高潮。

今年以来，省总工会把禁毒防艾
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加大专项经
费安排，先后开展了千家企业职工拒
绝毒品“零计划”主题宣传、青少年毒
品预防教育等活动，并通过举办禁毒
防艾讲座、知识竞赛、禁毒微电影展
播、文艺演出等形式，推动禁毒防艾宣
传进社区、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在
各行业营造了禁毒防艾的浓厚氛围。

我省禁毒防艾
文艺演出走进文昌

本报海口12月3日讯（记者卫小
林）海口市全民阅读下基层活动昨天
走进琼山区三门坡镇福兴村，系全民
阅读下基层首次走进村组开展活动。

福兴村负责人代表全体村民对全
民阅读来到福兴村送文化、送知识表
示欢迎和谢意，海口书法家范中、林李
陈和画家张宏等一批艺术家向福兴村
赠送了书法、绘画作品。海南省求是
全民阅读俱乐部向福兴村赠送了科普
等方面的书籍，还组织全民阅读志愿

者进行了经典诵读。
据了解，海口市全民阅读下基层

活动已先后在海口市各街道办事处和
乡镇开展了23场活动，这次走进福兴
村，是活动首次走进村组，是省求是全
民阅读俱乐部为落实国家和省全民阅
读工作“七进”（进机关、进校园、进企
业、进社区、进军营、进村组、进家庭）
而举办，活动由省全民阅读领导小组、
海口市委宣传部指导，省求是全民阅
读俱乐部承办。

海口全民阅读下基层
走进琼山区福兴村

本报海口12月3日讯（记者陈
蔚林 实习生卢进梅）冬日海南，椰
韵依旧。今天下午，“椰颂”专题散
文征文大赛颁奖典礼暨朗诵会在海
口举行。参赛者与朗诵者写椰树、
颂椰树，描绘了海南岛青山秀水的
难言之美，诠释了海南人民的精神

风貌。
“椰颂”专题散文征文大赛是我省

文艺界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具体体
现，响应了省委提出的建设美好新海
南需要发扬“椰树精神”的倡导和要
求。赛事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作家

协会主办，省文学院承办，是一次作者
参与性广、社会效应良好的海南题材
文学创作实践活动。

赛事启动以来，得到了社会各
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外作者积极响
应，踊跃投稿达 900 余篇。由知名
作家、评论家、教授组成的评委会本

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海口市琼州
公证处的全程监督下，对符合征文
要求的有效参赛作品充分发表意见
并进行多轮投票，最终评选出23篇
获奖作品。

当前，参赛优胜作品已结集出
版为《椰之颂》一书。省作家协会

认为，这些作品弘扬了坚韧不拔、
积极向上、甘于奉献的椰树精神，
是对全省人民积极投身于海南经
济社会文化建设行动的鼓舞，也
是海南文艺界对迎接改革开放 40
周年和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
年的献礼。

“椰颂”专题散文征文大赛颁奖典礼举行
以优秀作品集《椰之颂》为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献礼

12月3日，国家大剧院与维也纳
国家歌剧院联合制作歌剧《法斯塔
夫》在国家大剧院与观众见面。歌剧
《法斯塔夫》取材自莎士比亚文学经
典，是意大利歌剧作曲大师威尔第创
作生涯中的最后一部歌剧作品。

据介绍，歌剧《法斯塔夫》还将
在12月6日、8日、10日再度与观众
见面。

图为演员在歌剧《法斯塔夫》的
彩排中。 新华社发

歌剧《法斯塔夫》
亮相国家大剧院

据新华社合肥12月3日电（记
者张紫赟）在安徽芜湖举行的第五
届中国国际动漫创意产业交易会3
日落下帷幕。本次交易会设有8个
展区，近300家企业参展。多重迹
象显示，我国动漫企业不仅在发展
中更好满足了国内观众的需求，而
且国际合作因“一带一路”迎来难得
的机遇。

从 深 圳 赶 来 参 展 的 徐 明 是
PureArts公司的负责人，公司的马
里奥系列等让很多人着迷。“公司是
中法合资的，我们不光是做动漫手办
的开发和生产，也做动漫前期的策划

和生产制作，属于动漫的全产业链。”
徐明说，目前公司生产的手办80％
销往欧美等国家，“现在我们一边向
内进一步开拓国内市场，一边和‘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越来越多的合
作，比如越南、菲律宾等。”徐明认为，
经过多年锤炼，中国动漫技术和人才
的储备已经很好，而很多“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恰有需求。

借助“一带一路”东风，我国动漫
产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大。在方
特展区，记者了解到，以“熊出没”为
代表的动漫作品已累计出口25万分
钟，覆盖美国、意大利、俄罗斯、新加

坡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尼克、
迪士尼、索尼等国际主流媒体热播；

“熊出没”大电影还持续登上土耳其、
韩国、俄罗斯等多国院线，并取得同
类电影榜首的好成绩。

展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动漫
会期间举办了“链接一带一路，做强
动漫产业”产业峰会，邀请业内专家
和企业，共同探讨中国动漫借力“一
带一路”走出去的话题。12月2日，
《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扮演者六小龄
童还参加了“一带一路：六小龄童与
西游文化产业高峰论坛”，吸引了众
多参观者。

国产动漫借力“一带一路”出海

据新华社马来西亚普特拉贾亚12月3日电
（记者刘彤 林昊）2017中国－东盟电影节2日
晚在马来西亚行政首都普特拉贾亚开幕，来自
中国和东盟10国的数百位政府官员和电影界
人士出席，包括《战狼2》和《解救吾先生》在内
的7部电影代表中国参加电影节展映。

为庆祝东盟成立50周年，由中国－东盟中
心倡议，中国东盟协会和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共同主办了本次电影节。中国东盟协会副
会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林怡在开幕
致辞中说，首次中国－东盟电影节旨在借助电
影加强中国与东盟的民间交流，推动双方对彼
此文化的了解，拓展双方人文领域的合作。

本次电影节有中国和东盟10国的共29部
影片参展，电影节设有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
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和评委会特别奖5个奖
项。中国和东盟10国各从本国参展影片中推
荐一部参加评奖，中国著名演员蒋雯丽担任电
影节评委会的中方主席。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
电影论坛、影片展映和颁奖典礼等多项活动。

据悉，电影节展映影片将主要在吉隆坡的
几家影院播放，预计吸引观众超过 1万人次。
电影节将于12月4日闭幕。

中国－东盟电影节
在马来西亚开幕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记者白瀛）近
年来在国内兴起的“戏剧现场”2018年将首次
引入艺术纪录片，包括大英博物馆拍摄的日本
画家葛饰北斋、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
物馆拍摄的英国摇滚歌手大卫·鲍威的基于展
览的两部纪录片。

“戏剧现场”即通过银幕放映舞台剧。
2015 中英文化交流年之际，中国国家话剧院
将英国国家剧院的戏剧现场引入中国。去年
起该项目扩展至英国多家剧院，今年更增加了
美俄两国剧院作品，目前已在北京、上海、广州
等 24个中国城市累计放映千余场，观众超过
20万人次。

项目负责人李琮洲日前在京介绍，2018
年，“戏剧现场”将继续带来来自英国国家剧
院、皇家莎士比亚剧团、肯尼斯·布拉纳剧团、
阿尔梅达剧院、莎士比亚环球剧院、百老汇高
清、俄罗斯高清舞台影像7个戏剧团体和放映
品牌的线下23部及线上16部戏剧作品，新片
率超过7成。

“戏剧现场”
新增艺术纪录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