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文娱新闻 2018年2月7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满国徽 主编：卫小林 美编：张昕B06 综合

广告

招商公告
现有海南澄迈老城经济开发区一期厂房及厂

区土地，厂区占地63亩，厂房建筑面积10512平方

米，其他建筑1500平方米，现向社会寻求合作伙

伴。有意者请到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新

闻大厦12楼经管办领取该项目的相关资料。

咨询电话：翁先生：手机号码：13322095818

李先生：手机号码：13807598528

韩先生：固定电话：0898-66810056

手机号码：15208958697

招 标 公 告
我单位现有职工食堂粮油面料及鲜生配送、工程材料

及保洁用品公开采购项目向社会公开招标，招标项目及配

送位于海口市。报名企业资质要求：具备相应的经营范

围，食品流通许可证，冷链配送条件，工程材料齐全或厂家

直接代理授权。请符合条件并有意竞标的单位于2018年

1月31日前来报名，报名时请携带介绍信（法人授权委托

书）、营业执照、资质证明（验原件收加盖公章复印件）。

报名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印刷厂七楼723室

联 系 人：陈先生66810571、13687508670

李先生66810882、13086098001

《琼海市官塘长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B-14地块规划控制指标修改的公示
《琼海市官塘长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B-14地块规划控制指标

修改的论证技术报告已编制完成，用地位于琼海市官塘长岭片区西部,
长岭水库南侧。用地面积18946.7m2。现拟修改规划控制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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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7日至3月23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规
划委员会（http://xxgk.hainan.gov.cn/qhxxgk/gh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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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2月6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二稽告字[2018]5号

海 口 亿 华 通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460100324030388，法定代表人：张茂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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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3日至2016年12月31日
期间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发现你公司存在涉嫌虚开的违法事
实,你公司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现需你公司对检查发现涉嫌虚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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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稽通 [201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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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国税二稽通 [201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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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3日至2016年12月31日涉
税情况进行检查，发现你公司存在涉嫌虚开的违法事实,限你
公司收到本通知书后7日内，来我局对涉嫌虚开的违法事实予
以核实确认，或提供有关证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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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陈运官、陈维
联系电话：（0898）66791307/66790537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海南省国家税务

局第二稽查局
特此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2018年2月6日

《海南省高姓族谱》
修谱通告

应高姓宗亲呼吁，省高姓宗亲会决定修编《海南省高姓

族谱》。由各市县宗亲会报送资料：各支世系、历史与现代人

物、祠堂、古墓、古今著作、小说、诗词、散文作品、歌曲书画、

书法、楹联、对联、家训、碑文、墓志铭、祭祖仪礼、祭文等。望

广大宗亲支持修谱，2018年6月前完成资料收集报送。如果

有宗亲不能按时报送资料造成族谱不能收录其后果自负。联

系电话：高山会长13500008495；高涛日主编17786905039；

邮箱：505404972@qq.com。

根据《海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海南省政府置换债券管理暂

行办法〉的通知》（琼财预〔2015〕1540号）、《海南省人民政府关

于进一步加强政府债务管理的通知》（琼府〔2016〕122号）等文

件精神，持有我县换地权益书的持有人可在2018年8月之前将

换地权益书置换为政府债券。现请有意向置换政府债券的换地

权益书持有人，在本公告之日起一个月内向我局及定安县财政

局同时提出2018年置换债券的书面申请，并附上换地权益书复

印件。

特此公告

定 安 县 国 土 资 源 局

关于换地权益书置换政府债券的公告

定安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2月7日

海南欣南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你公司使用的位于定安县仙沟坡，土地面积为14140平方

米（折 21.21 亩）的国有建设用地，土地证号为定安国用（93）字
第1767号，存在未按期动工的情况，根据国家和我省有关闲置
土地管理的规定，我局依法作出《闲置土地认定书》（定国土资
用字〔2018〕1号）认定上述宗地为闲置土地，拟按无偿收回进
行处置。请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我局领取
《闲置土地认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有异议，可在《闲置土
地认定书》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向我局申请听证，我局将依照《国
土资源听证规定》依法组织听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听
证，我局将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置。

特此公告

定安县国土资源局

闲置土地认定公告

定安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2月7日

保亭县黎族苗族自治县五指山至保亭至海棠湾高速公路（保亭段）项目前期工作办公室

关于无主坟墓搬迁的公告
目前，我县正在开展五指山至保亭至海棠湾高速公路（保亭

段）项目的征地调查工作。据统计，在项目用地范围内有23座无
主坟墓。现就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无主坟墓的位置与数量
三道镇柳下村12座；三道镇准下村2座；加茂镇南冲村5座；加茂

镇毛烈村2座；加茂镇芒株村1座；海南橡胶金江分公司南茂基地1座。
二、无主坟墓搬迁要求

为不影响项目的正常施工建设，请无主坟墓的相关亲属于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8年3月31日前，到五指山至保亭至海棠
湾高速公路（保亭段）项目前期工作办公室办理迁坟手续并及时搬
迁坟墓。逾期未办理，由征地相关单位自行处理。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5091976387（陈先生）
五指山至保亭至海棠湾高速公路（保亭段）项目前期工作办公室

2018年2月6日

定安县国土资源局
关于无偿收回海南定安南丽湖国际康复旅游公司
182520.91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
海南定安南丽湖国际康复旅游公司：

你公司名下的位于定安县南丽湖西南部，土地面积为182520.91
平方米的国有建设用地，土地证号为定安国用（95）字第198号，已经
依法认定为你公司原因造成的闲置土地，且闲置时间已超过动工开发
日期满两年。根据《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城市房地产管理
法》第二十六条、《海南省闲置土地认定和处置规定》第十四条、第二十
九条规定，定安县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关于无偿收回海南定安南丽湖

国际康复旅游公司182520.91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
（定府〔2017〕101号），决定无偿收回你公司上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关于无偿收回海南定安南丽湖国际康
复旅游公司182520.91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定府
〔2017〕101号），请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我局领取该决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有不服本决定，可在公告期满后六十日内向海
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公告期满后六个月内直接向海南
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你公司自送达之起日30日内
来我局办理土地注销登记手续，逾期未办理的，我局将根据《海南省闲
置土地认定和处置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直接公告注销。特此公告

定安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2月7日

省地质局举办春节文艺晚会
本报海口2月6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

黎大辉）“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
亮……”今天晚上，省地质局举办2018年春节文
艺晚会。伴随着悠扬的乐曲，由该局九三四地质
大队表演的大合唱《歌唱祖国》拉开了晚会序幕。

晚会在该局机关大院灯光球场举行，局机关
及下属企事业单位的文艺爱好者踊跃登台，表演
了自编自导自演节目。歌伴舞《江山》展现了祖国
大好河山的壮丽景象；舞蹈《美丽中国》展现了神
州大地发生的巨变；配乐朗诵《无悔的地质人生》
展现了地质青年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的情怀……

晚会节目丰富多彩，有舞蹈、歌唱、朗诵等，给
该局干部职工及家属送上了丰盛的精神食粮。

“天眼造物”航拍摄影展举行
150余幅佳作聚焦海南30年变迁

本报讯（记者李英挺）近日，省摄影家协会和
海口市摄影家协会在海口举办了“天眼造物——
吴健华航拍作品展”。

本次展览展出的150余幅航拍作品，是吴健
华精心挑选的航拍作品精华部分。海南建省办经
济特区30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者以无
人机作“天眼”，立体化展示了我省的人文景观、自
然风貌及经济社会发展，全景式俯瞰了公众既熟
悉又新鲜的美丽海南。此影展也是我省近年来规
格较高、展览技术手段创新的一次摄影艺术展。

吴健华现为海南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十余
年来致力于海南纪实风光人文摄影创作，其拍摄
的反映海南自然风光、人文历史、民俗文化方面作
品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为海南摄影界“出作品、出
理论、出人才”发挥了带头作用。

省文学院举办新春首场研讨会

聚焦“海南文化皖军”文学
本报海口2月6日讯（记者卫小林）省文学

院今天下午在本院举办2018年首场研讨会，就刚
由南方出版社出版的《海南：文化皖军第一季（文
学卷）》一书及书中6位作家作品进行专题研讨，
省内高校和文化单位的文学评论家、作家、诗人一
齐聚焦“海南文化皖军”文学，并对我省地方商会
支持海南文学事业给予高度赞扬。

该书由海南省徽文化研究会、海南省安徽商
会资助编撰出版，将张少中、陆胜平、乐冰、彭桐、
佘正斌、黄葵6位在海南工作和生活的安徽籍作
家作品合集成书，选录了每位作者自选的代表性
文学作品各3万余字，类型包括散文、诗歌、诗评
等，既有游记类哲思小品，也有深挖海南历史文化
的文字，该书今年1月在海口首发。

研讨会上，省作协、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
《天涯》杂志社、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海南诗社等单
位的专家学者与6位作家以“一对一”点评方式进
行了研讨，对书中6位作者作品的特点、亮点以及
如何进一步拓展和提升进行了全面评说。

研讨会场面热烈，大家一致认为书中散文、诗
歌的优点是真实，具有关注现实、直面人生的力
量，比虚构散文更吸引人；书中的文学评论像一双
寻找美和发现美的眼睛，给人心灵上的启迪。

省文学院负责人对海南省安徽商会支持海南
文学事业表示高度肯定，认为“海南文化皖军”只
是海南文化队伍中的一支力量，希望将来出现更
多类似文化队伍，共同繁荣海南文学事业。

据介绍，《海南：文化皖军第一季（文学卷）》是
《海南：文化皖军》系列丛书之一，今后还将陆续推
出《书法卷》《美术摄影卷》《学术卷》等，为促进皖
琼文化交流做出积极贡献。

研讨会由海南省文学院主办，海南省徽文化
研究会、海南省安徽商会承办。

本报嘉积 2月 6日电 （记者丁
平）法国时间2月5日下午2时许，“荣
耀法兰西”中欧（中法）青少年文化艺
术盛典在享有世界性声誉的尼斯歌剧
院举行。演出中，我省琼海市嘉积中
学舞蹈教师颜业岸带领该校男子舞蹈
团走进这座百年历史歌剧院，表演了
舞蹈《搏·鳌》。随着音乐结束，舞姿定
格，剧场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
声。演出结束后，嘉积中学男子舞蹈
团被尼斯市政府授予“中法青少年交
流盛典突出贡献奖”。

法国文化参赞对嘉积中学男子舞
蹈团的表演给予很高评价，他紧紧握
住颜业岸的手激动地说：“这是我看过

的最棒的中学生舞蹈团，节目特别精
彩，学生表演技艺太高了，现场看了很
震惊，希望有机会再次在法国或者在
海南看到你们。”

据了解，由于嘉积中学男子舞蹈
团在全国艺术教育领域表现突出，经
常在全国性舞蹈专业大赛中取得骄人
成绩，并多次代表中国中学生参加重
大国际青少年交流演出，因此2017年
12月收到法国尼斯市政府邀请函，该
团得以参加此次中欧（中法）青少年文
化艺术盛典演出。

颜业岸精心选择了他为该团原创
的舞蹈《搏·鳌》作为此次出访的主要
展演节目，该节目曾获新加坡国际青

少年舞蹈展演金奖，第十届“桃李杯”
全国舞蹈比赛铜奖，CCTV电视舞蹈
大赛铜奖，得到业内很高评价。“博鳌
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即将召开，我们
把《搏·鳌》带到欧洲来参加艺术盛典
很有意义，既可以让更多人知道博鳌，
也可以让欧洲观众看到琼海乃至海南
的舞蹈教育成果，展现中国中学生的
艺术魅力，促进中法青少年的文化交
流。”颜业岸说。

据了解，嘉积中学男子舞蹈团还
走进法国戛纳舞蹈学校观摩学习。

应邀参加中欧（中法）青少年文化艺术盛典

嘉积中学男子舞蹈团法国献艺

➡ 颜业岸（中）和嘉积中学男子
舞蹈团在尼斯歌剧院演出前合影。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历时5天
的2018年首届博鳌国际时尚周，于2
月 5 日晚在琼海市博鳌镇完美落
幕。闭幕式现场，俄罗斯莫斯科商会
与琼海市政府签署协议，共同建立博
鳌时尚基地，这是记者从首届博鳌国
际时尚周组委会获悉的。

据介绍，博鳌国际时尚周共举办
了11场秀，有来自10个国家的20位

新潮时尚设计师携20个时尚品牌亮
相并举办发布会。时尚周萃取国际时
尚精华，实现了中西时尚文化的珠联
璧合，在博鳌掀起了一场时尚盛宴。

时尚周举办5天期间，除时尚品
牌发布秀外，还举办了时尚与音乐艺
术先驱者对话等4场时尚论坛，就中
西时尚文化进行了思想碰撞，着力推
动中西时尚文化的交融。

闭幕式现场，在中外媒体见证
下，俄罗斯莫斯科商会与琼海市政府
签署协议，共同建立博鳌时尚基地，
此举意味着博鳌将开始与世界时尚
潮流对接，未来会变得更加艺术化，
更具时尚风范。

闭幕式结束后，时尚周上演了最
后一个表演环节，一场以“释放”为主
题的音乐节在此激情上演。4组国际

音乐家组成的演出团队，与新锐中国
电子音乐人相继登台，用一场音乐狂
欢盛宴配搭时尚表演秀，为首届博鳌
国际时尚周划上了完美句号。

首届博鳌国际时尚周由琼海市
人民政府、海南可可纳特音乐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主办，琼海市旅游发展委
员会、香港可可纳特国际艺术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承办。

2018年首届博鳌国际时尚周落幕
莫斯科商会与琼海市签署协议共建博鳌时尚基地

本报三亚2月6日电（记者林诗
婷 实习生李家鑫）今天的天涯海角
星光熠熠，乐声飘扬，2018天涯海角
迎新春中外音乐汇在天涯海角游览
区开幕，赵小熙、王安磊和乌克兰歌
手Kseniia Koval等十余位中外唱
将为观众献上精彩纷呈的音乐盛会。

正对景区大门的舞台上，赵小
熙、刁狼、夏天、阿旺、蒲成龙、小贝、
王安磊、Kseniia Koval（乌克兰）、

Angel Castillo（委内瑞拉）、Melan
（菲律宾）等17位中外歌手逐一登
台，带来《热情的沙漠》《大海》《海阔
天空》《I love三亚》《请到天涯海角
来》等50多首中外歌曲，吸引近2万
名现场游客驻足观看并参与互动，演
出现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为进一步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提
升旅游体验感，天涯海角游览区还推
出一系列迎新春活动，如邀请“候鸟”

书法家为游客免费写春联、举办全国
名家书画个人收藏展、表演快闪节
目、开展舞龙和民俗舞蹈表演等。

据悉，此次音乐汇将持续至2月
8日，每天14时至18时演出，来自英
国、美国、乌克兰、菲律宾等多国的歌
手、DJ、MC、乐队将唱响天涯。此次
活动由三亚市天涯海角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主办，三亚欧非亚国际传播有
限公司承办。

天涯海角迎新春音乐汇开幕
赵小熙等十余位中外唱将鹿城唱响

天涯海角迎新春中外音乐汇现场。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三亚红色娘子军
实景剧惠民赠票

本报三亚2月6日电（记者林诗
婷 实习生李家鑫 通讯员周志斌）记
者今天从三亚市旅游委获悉，大型实
景剧红色娘子军项目将于2月12日
亮相，目前，“三亚旅游”等多个媒体、
微信公众号已推出惠民赠票活动，将
为市民游客在春节期间带来精彩纷呈
的红色文化盛宴。

据了解，实景剧红色娘子军演出
分“序”“红色劫难”“红色新生”“红色
火焰”“红色森林”及“尾声”六个部分，
拥有国际顶尖团队制作、真实海南红
色故事、史诗级剧情结构、近千名演职
人员参演、沉浸式动态座椅、实景视效
科技呈现等特点，将为广大市民游客
带来全新的文化视觉体验。

据悉，首演将于2月12日在三亚
槟榔河牛背岭演艺小镇隆重举行，试
演时间为2月12日至2月14日、2月
17日至2月23日，演出时间为每日
20时30分。三亚旅游、大三亚旅游
圈、三亚门户网、三亚吃乎、三亚潮生
活、海南社区等各大媒体、微信公众号
等平台均已推出惠民赠票活动。

“文化中国·四海同春”
将赴五大洲慰侨访演

据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荣启
涵 储京京）2018年春节我国将组织

“文化中国·四海同春”6个艺术团组
分赴北美、南美、亚洲、欧洲、大洋洲的
16个国家和地区29个城市进行慰侨
访演，预计演出33场。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谭天星
介绍，2018年是“文化中国·四海同春”
品牌活动十周年，也是中国“春节文化
走出去”三大国家级文化品牌之一。目
前，港澳团已率先于2月2日赴香港、
澳门地区演出，其余5个艺术团组也将
于农历正月初二陆续展开活动，全部
访演行程将历时35天，3月8日结束。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记者白
瀛）中央电视台2018年春节联欢晚
会5日在京举行第一次全要素带观
众彩排。最受关注的语言类节目，既
有讽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者，也有
反映“一带一路”建设和中非人民友
谊者，还有讲述海峡两岸人民割舍不
断亲情者。

据今年央视春晚总导演杨东升
介绍，作为重中之重的语言类节目，
力求讲百姓的语言，说身边的故事，
抒发真切的情感，带去阖家的快乐，
会集了大陆老中青三代演员、台湾演
员和外国演员，题材贴近现实。

晚会主持人阵容将采用康辉、朱
迅、任鲁豫、李思思、尼格买提这一全

新组合。其他节目方面中，既有魔术
与音乐的混搭，也有传统曲艺与现代
舞蹈的融合，还有少林功夫与武当功
夫的同台。

今年央视春晚将延用“主会场+分
会场”模式，除北京主会场外，在贵州黔
东南肇兴侗寨、广东珠海港珠澳大桥和
长隆海洋王国、山东曲阜万仞宫墙和泰

安“封禅大典”实景演出场地、海南三亚
国际邮轮港设置4个分会场。

另据介绍，今年央视春晚将借助
激光矩阵、粒子跟踪系统、无人机、全
息影像等前沿科技，营造唯美震撼、
神奇梦幻的表演意境和舞台空间。

晚会将于15日除夕在央视现场
直播。

2018年央视春晚首次彩排
语言类节目讽刺官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