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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孔庙获批
国家3A级旅游景区

本报海口2月7日讯（记者赵优）记者今天
从海南省旅游资源规划开发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
获悉，文昌孔庙获批国家3A级旅游景区。

据了解，文昌孔庙位于文昌市文城镇东风路
77号。据史料记载，1042年（北宋庆历年间），
文昌在旧县治所在地安知乡何恭都潭布村（现文
昌东路镇下路桥南）的县衙旁建起了海南地区第
一座孔庙。明洪武八年（1375年）迁于现址，建
筑面积3300平方米。它是海南省保存最完整的
古建筑群，也是我国南方最具特色的古文化游游
点之一，被誉为“海南第一庙”，属国家级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为中国唯一一座不朝南、不开大门
的孔庙。

“百花迎春”
琼剧春晚绽放鹿城

本报三亚2月7日电（记者孙
婧 实习生吉慧娜）听着琼剧过大
年，是老海南人记忆中最地道的年
味。2月6日晚，三亚市举行2018
年“百花迎春”琼剧春节晚会，邀请
老中青三代琼剧表演艺术家登台，
带来拿手好戏，在节前为三亚群众
奉上一顿琼剧文化大餐。

当晚的节目由《红叶题诗》
《三看御妹》《实施“双十行动”建
设美好新三亚》《红色娘子军》等8
个剧目组成。其中琼剧表演艺术
家、国家一级演员黄庆萍，琼剧表
演艺术家陈振安共同带来的《红
色娘子军》，国家一级演员、荣获
第27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的符传杰
带来的《红叶题诗》均赢得观众阵
阵喝彩。

据悉，晚会由中共三亚市委宣
传部主办，三亚琼剧文化艺术协会
承办，三亚市群众艺术馆、三亚琼剧
文化艺术团协办。

本报三亚2月7日电 （记者林
诗婷 实习生李家鑫）春节临近，央视
狗年春晚备受关注。记者今天从央
视狗年春晚海南分会场组委会获悉，
演员已进入紧张的彩排，此次演出还
将呈现丰富多元的体育元素，发扬体
育精神、宣传体育文化，尽显热力四

射的琼岛形象。
据悉，此次央视狗年春晚海南分

会场演出预计有8分钟，其中包括体
育项目等精彩演出，表演阵容包括三
亚马拉松协会、三亚自行车协会、广
东技巧队、国际艺术体操队、广州市
花样游泳队、跃动跳绳队、JS花式蹦

床扣篮表演队等，届时将有骑行、花
毽表演、轮滑等特色展示，展示海南
年轻活力的新形象。

为全方位保障央视狗年春晚海南
分会场顺利进行，三亚各相关部门严
阵以待，提供多元、细致的服务保障工
作。其中，三亚海事局牵头组织海洋、

海警和公安边防等部门负责晚会场地
周边海上交通秩序的维护，研究制订分
会场海上交通安全保障工作方案，彩排
及直播期间牵头做好海上交通管制，保
障活动水域清爽；联合中国船级社（海
南分社）对涉及客船进行全方位的安全
检查，指导船舶及时纠正存在的安全隐

患，确保涉及船舶安全可靠。
截至目前，三亚海事局已协调

派出警戒船舶28艘次，应急值守船
舶14艘次，出动人员252人次，实施
水上交通管制2次，组织召开相关
工作会议13次，有序推进各项工作
的开展。

央视狗年春晚海南分会场紧张彩排
呈现多元体育元素，骑行、艺术体操、轮滑等将登台

本报海口2月7日讯 （记者赵
优 通讯员朱力然）今年春节怎么
玩？记者从海南省旅游协会获悉，海
南各大景区、酒店、旅行社和旅游商
品企业纷纷推陈出新，围绕春节团
圆、欢乐的主题，通过设计新产品、新
线路，或提供价格优惠、提升服务等
方式，积极推出特色鲜明、玩法新鲜

的旅游产品以飨游客。
记者了解到，全省各主要旅游景

区都陆续推出了各自的春节主题活
动及优惠活动，主题活动年味更浓，
游客市民选择也更多。海南热带野
生动植物园推出“金犬纳福春满海
野”七大系列主题活动，大年初一、初
二分别推出恐龙文化节和“招财进

宝”财神节；南湾猴岛景区推出
“2018，雷猴鸭”“寻找美猴王一一小
青年”等主题活动，游客将有机会兑
换礼品、代金券或者免费体验飞猴攀
林一次。

游客大年初一（2月16日）上午
到天涯海角景区游览，可欣赏到精彩
的舞龙、竹竿舞、招龙舞等表演，以及

琼剧“变脸”和黎族“变脸”等天涯特
色演艺活动；三亚大小洞天、槟榔谷
等景区则在价格上给予游客更大优
惠，推出海南省居民半价门票等。

另据悉，全省大多星级酒店都
推出主题年夜饭套餐，不少酒店还
推出各有特色的亲子主题的酒店体
验产品。

主题活动年味更浓 价格优惠玩法新鲜

我省旅游企业出招欲揽春节客

本报保城2月7日电 （记者李
艳玫 通讯员黄立明）为丰富广大群
众的节庆文化生活，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2月至3月期间将举行一系列
惠民、为民、乐民的文体活动。

2月10日上午，保亭将在县图书

馆一楼大厅开展“迎新春·送春联”活
动，将组织该县书法家协会会员、书法
爱好者为群众撰写春联，以书法文化
惠民的方式喜迎新春。2月12日晚，
该县将在县七仙广场举行2018年保
亭迎新春文艺晚会。保亭民族歌舞团

将以新时代“红色轻骑兵”为指引，为
市民呈现一台精彩的晚会，让百姓通
过歌舞节目感受新春氛围。

2月19日上午，保亭将举办“迎
新春·全民阅读·猜灯谜”活动，以寓
教于乐的猜谜语互动方式，弘扬传统优

秀文化，丰富群众的生活。2月20日上
午，该县将举办“迎新春·全民阅读·少
儿拼图”活动，以青少年感兴趣的方式，
组织一场智力比拼。3月2日上午，保
亭将在县七仙广场举行2018年“新春
体育大拜年·龙腾狮跃闹元宵”活动。

2月至3月期间

保亭将举办丰富文体活动惠民乐民

剪窗花写对联
喜迎春节

日前，在海南（海口）青
少年活动中心，近百名孩子
参加由共青团海口市委主
办的“领巾飞扬 缤纷冬日”
公益冬令营活动，孩子们在
老师和家长的指导下学习
剪窗花、写对联，共同领略
中华传统文化喜迎春节。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发布：

三亚将成春节假日
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

本报三亚2月7日电（记者林诗婷 实习生
李家鑫）春节黄金周临近，出游市场将迎来小高
峰。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于日前发布春节旅游市
场数据，春节假日国内旅游市场预计达3.85亿人
次，南下避寒、北上玩雪成出游重要动机，度假胜
地三亚成国内旅游目的地城市，进一步推动旅游
市场升级转型。

数据显示，今年春节黄金周，65.9%的出游居
民选择国内中长线游，比例最高。三亚、哈尔滨分
列国内旅游目的地城市前两位，海岛游、冰雪游热
度最高。此外，春节家庭游特色明显，52.7%的游
客选择家庭自助游，34.5%选择近郊游。同时，
二、三线城市商业街区、博物馆、主题公园、游乐
场、动物园、庙会有望迎来大量游客。

春节前，三亚各涉旅相关部门严阵以待，集中
开展旅游市场整治，严厉打击黑导非法执业和强
迫消费等各种严重侵害游客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
行为，全力备战即将到来的春节黄金周。

我省267名赴台游客
报平安
省旅游委提醒,近期暂勿前往花莲
及相邻地区旅游

本报海口2月7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谢
琛）2月6日23时50分，台湾花莲县附近海域发
生6.5级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省旅游委第一时间了解我省赴台游客安全情况，
并做好应对工作。经向我省6家赴台旅行社核
实，目前，我省赴台旅游团共有11个，游客（含领
队）共267人，所有游客均平安。

省旅游委提醒，拟赴台游客密切关注台湾地
震风险，近期暂勿前往台湾花莲及相邻地区旅游；
各旅行社要暂停组团前往该风险区域，并组织已
在该区域的游客及时调整行程并撤离，采取相应
防范措施，妥善做好游客安全工作。

截至2月7日16时，海南豪阳国际旅行社目
前在台1个旅行团共15人在花莲，该旅行团取消
入住花莲酒店计划，改住花莲当地民宿，旅行团人
员安全。其他旅行社在台旅行团均不在花莲，行
程未受影响。

关注新春文体活动

广告

现受委托，定于2018年3月6日上午10时在本公司拍卖厅公
开拍卖：1、临高县金牌经济开发区疏港大道西侧使用面积分别为：
20010平方米；26669平方米的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及地上付着物，
用途：工业用地。以上两块标的物及标的物上的付着物整体按现状
拍卖，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参考价：2700万元。竞买
保证金500万元。2、琼海市嘉积镇银海开发区（万泉河家园）11-1-
601、11-1-602，面积分别为102.6平方米、93.04平方米，标的按现
状净价拍卖。参考价：每平方米5500元，单套竞买保证金:30万
元。收取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美林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工行海
口世贸支行；账号：2201060019200037517。标的展示时间及办理
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8年3月5日止，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8年3月5日17时之前缴纳竞买保证金并来我司办理竞买手续。

地址：海口市金贸西路15号环海大厦公寓楼二单元15层15B
房 电话：68570895 18876741455

美林拍卖公司拍卖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7)琼01执551号

关于申请执行人向旭东与被执行人段炼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作出(2017)琼01执551号执行裁定及(2017)琼01执551号
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被执行人段炼名下沃尔沃小轿车一辆[车
牌号:琼A9LA99]。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琼0108财
保57号民事裁定及(2017)琼0108执保118号协助执行通知书，
查封被执行人段炼名下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海甸一东路21号滨江
海岸-1901地块1、2栋11层A1102 房[证号: YG026562,建筑
面积99.09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因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处置上述财产，如对上述财产权属有
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异
议，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财产。

特此公告
二〇一八年二月一日

专题 主编：陈彬 美编：陈海冰关注烟花爆竹安全系列之一

春节将至，烟花爆竹经营销售进入旺
季，我省各级安监部门正在开展声势浩大
的监管执法行动，坚决取缔非法经营烟花
爆竹行为，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经营活动。

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可以开设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店（点）？

一、选址与布局要符合要求
烟花爆竹零售店（点）不得与居住

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不得设置
在城镇居民集中居住小区内；不应布
置在地下室、桥下及涵洞、三层及以上
建筑物内。当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布
置在两层建筑物内时，其正上方不应

有人员活动场所，上下层之间不应有
楼梯和洞口；毗邻其他建筑物时，其毗
邻墙体应为不燃材料墙体，且不应有
门窗和洞口；内部应将产品堆放区和
销售柜台分区布置，确保安全疏散通
道畅通。严禁将烟花爆竹零售店（点）
作为其他经营场所和生活场所的人员
进出入通道。

二、建筑物结构要符合要求
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建筑物的耐

火等级不应低于三级；采用搭棚形式设
置时，应采用不燃或难燃材料搭建；与其
他场所联建时，其隔墙应为厚度不小于
180毫米的密实砖墙，或者耐火极限不
低于3小时的其他密实墙；安全疏散门

宜采用向外开启的平开门；采用其他形
式的门时，应符合消防安全疏散要求；顾
客进出的门洞宽不应小于1.5米，搬运产
品进出的门洞宽不宜小于1.2米。

三、电气与消防要符合要求
烟花爆竹零售店（点）上空禁止1

千伏及以上的电力线路跨越；禁止使
用白炽灯、射灯等容易产生高温的灯
具，电气线路应穿钢管敷设；采用非防
爆型电器时，电器应与产品保持不小
于 1.2 米的水平投影距离；严禁有明
火，不应有输送易燃易爆物质的管道
通过；应配备至少两具5公斤及以上的
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器，灭火器放置位
置应便于取用。

怎样才能买到安全质量有保
障的烟花爆竹产品？

安监局指出，购买烟花爆竹，要到悬
挂有《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的
烟花爆竹零售点。没有许可证的零售
点，都是非法经营者。他们销售的产品，
往往是一些超标违禁的不合格、不安全
产品。买到家中就是个不知何时会伤人
的“炸弹”，燃放时也不能确保安全。一
旦出现人身伤害事故，本来喜庆的节日
就会变成家庭悲剧。

安监局提醒大家，零售环节是群众
与烟花爆竹接触的环节。在购买烟花爆

竹时，还要留意零售场所的安全条件。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都载明了
每个零售点的核定存量，超量存放不能
保证安全。广大群众如果遇到这样的零
售场所，不仅要出于对自身安全的保护
迅速远离，还应积极举报，协助执法部门
取缔连片经营，纠正超量储存。

超标违禁不合格产品，群众
应该怎么去识别？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和公安部共同实
施了烟花爆竹产品流向信息化管理，并
会同国家质检总局等单位将有关要求纳
入烟花爆竹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国家标

准。所有符合标准的个人燃放类烟花爆
竹，其产品运输包装也就是整箱烟花爆
竹的纸箱上，都应该张贴流向登记标
签。海南等地区在零售产品包装上也张
贴了流向登记标签。也就是说，每箱烟
花爆竹上都应有一个标签，作为烟花爆
竹“身份证”。整箱包装上有这个“身份
证”的烟花爆竹才是合格的。

什么条件下才可以经营烟花爆竹？
去哪里购买合格的烟花爆竹产品？

省安监局：国家对烟花爆竹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经营烟花爆竹

举报违规燃放烟花爆竹，人人有责

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宣

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

举报电话：12345

非法运输、储存和燃放烟花爆竹

举报电话：11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公告2018年第13号、《彩票
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 民政部 国家体育总局令第67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18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国
办发明电〔2017〕12号）的有关规定，现将2018年彩票市场春
节休市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休市时间为2018年2月15日0：00至2月21日24：00。
二、休市期间，除即开型彩票外，停止全国其他各类彩票

游戏的销售、开奖和兑奖。具体彩票游戏的开奖、兑奖等时间
调整安排，由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提前向社会公告。

三、休市期间，即开型彩票的销售活动由彩票销售机构

根据彩票发行机构的要求和本地实际情况决定，要制定全面
细致的销售工作方案，切实加强安全管理。同时，彩票销售
机构要充分尊重彩票代销者的意愿，不得强行要求销售。

四、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要妥善保管休市前形
成的销售数据，确保数据安全；充分利用休市间隙对彩票销
售系统及设备进行调整和维护，为休市结束后的彩票销售活
动做好准备。

特此公告。
海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8年1月23日

2018年彩票市场春节休市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