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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谢莉萍不慎遗失座落于海口市
盐灶路145号的土地使用证，证
号：海口市国用（2010）第002821
号，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三亚龙之旅商旅有限公司拟向海

南省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

天内前来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蓝贝贝商旅有限公司拟向三

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

债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手

续。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889912934

广告

注销公告
海南中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拟向
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45天内到
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海南海博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395799901R，声 明 作
废。
▲陵水海韵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
水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为
J6410015803201 账 号
267514114421特此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新中城通信服务部不
慎遗失中国移动资金往来(暂收、
暂付)专用收据，票号:2073490，
金额:2000元，特此声明。
▲保亭保城卡尔顿商业管理服务
中心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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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 18876859611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保亭 13876620309

澄迈 13005018185
临高 18608965613
三亚 18976292037
乐东 13807540298

陵 水 15338978956
五指山 18689861608
文 昌 13307616119
琼 海 18976113800

琼中 13907518031
万宁 13976065704
定安 13907501800
屯昌 13907518031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976011507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
发布，消费
者 谨 慎 选
择，与本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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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
承接资产委托拍卖13976113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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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豪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17169801 ，声明作废。
▲梁健生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
[2005]197，特此声明作废。
▲琼海禾源贸易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为:
91469002MA5RGNW202，特此
声明作废。
▲王晓朋遗失海口外滩城房地产
有限公司车库款收据一张，收据编
号 HN0092938，金额 20000 元，
特此声明作废。

▲周青不慎遗失海口投源实业开

发有限公司开具的购房发票三

张。发票代码：246001490619，

发票号码：00083980；发票代码：

246001190619，发 票 号 码 ：

00168166； 发 票 代 码 ：

246001390619，发 票 号 码 ：

00217533。特此声明。

▲临高县和舍福源页岩砖厂不慎

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一本，号码:

琼 国 税 登 字

43072119530209001702 号 ，声

明作废。

▲申屠茜不慎遗失恒大棋子湾项

目4栋519房收款专用收据编号:
HN0089767，收 据 金 额 38204
元。特此声明作废。
▲徐洪本不慎遗失海南恒大棋子
湾海湾明珠项目专项收据,收据编
号：HHD2050555，特此声明作
废。
▲徐洪本不慎遗失海南恒大棋子
湾海湾明珠项目专项收据,收据编
号：HHD2051977，特此声明作废。
▲徐洪本不慎遗失海南恒大棋子
湾海湾明珠项目认购书,认购书编
号：HHD0210600，特此声明作
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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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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讯（记者尤梦
瑜）3月19日，我省舞蹈诗《黎族家园》
全体演员将抵达北京，为参加“2018年
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进行准
备。该剧作为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
扶持工程10部重点扶持剧目之一，将
于3月23日、24日两晚在北京新清华
学堂上演，传播海南故事和少数民族
文化，展示我省舞台艺术创作成果。

“《黎族家园》作为国家舞台艺术精
品创作扶持工程重点扶持剧目入选‘全
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进京演出，
代表的不仅是海南，也是展示文化部舞
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成果。所以
这次展演的压力不亚于此前参加比
赛。集中调整排练以来，我们整个团
队对剧目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地对待
每一篇章、每一舞段和每一刻的舞台
呈现效果，全体演职人员都忘我地投
入。”海口市演艺有限公司艺术总监蒙
麓光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自去年12月在海
口顺利通过文化部对国家舞台艺术
精品创作扶持工程重点扶持剧目的
第三次验收后，该舞蹈诗又进行了精

雕细琢。例如，在中篇的《古陶吟》
《万物生》等段落，通过增加黎族非遗
传承人老阿婆、主要演员和场景的互
动，在丰富艺术表现力的同时，也让
男女主角这一贯穿全作品的主线更
加清晰。在下篇《三月三》中，黎族男
女不仅以竹竿舞庆祝传统节日，还用
竹竿拼成同心结形象，赋予传统竹竿
舞以新的艺术生命力，为剧目增添了
更多寓意。

16日下午，全体演员进行了出发
前的最后一次带妆排练。虽然自
2016年首次亮相第五届全国少数民
族会演后，全剧或选场已演出了几十
场，演员对动作、衔接等内容熟稔于
心，但在这场带妆排练中大家依然激
情不减，进行了精打细磨。

2017年5月，文化部评选出25部
作品进入“全国舞台艺术重点创作剧
目名录”，并从中选出10部国家舞台
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重点扶持剧
目，《黎族家园》榜上有名。随后，该作
品历经文化部专家组三次跟踪指导和
评审，最终顺利通过考核评估，从而填
补了我省在此项荣誉上的空白。此次

文化部组织“2018年全国舞台艺术优
秀剧目展演”，汇聚了“2017年度国家
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的10台

重点扶持剧目和4台“2017年度全国舞
台艺术重点创作剧目名录”作品，展示
近年来我国舞台艺术创作的最新成果。

舞蹈诗《黎族家园》由省委宣传部指
导，省文体厅和省民宗委出品，海口市
艺术团创作演出，琼中民歌展演团参演。

新华社澳门3月18日电（记者
胡瑶）第十二届亚洲电影大奖17日
晚在澳门颁发，共颁出17个大奖。
影片《芳华》夺得最佳电影，演员古天
乐和张艾嘉分获最佳男、女主角。

在当晚举行的颁奖仪式上，张艾
嘉凭借影片《相亲相爱》问鼎最佳女主
角，同时她还获颁终身成就奖。古天
乐则凭借影片《杀破狼·贪狼》摘得最
佳男主角，该影片同时还获颁最佳动
作电影。

日本导演石井裕也凭借《东京夜
空最深蓝》夺得最佳导演。最佳编剧
则由印度影片《倔强的牛顿》的编剧
阿米特·马素卡和马亚克·特瓦瑞共
同获得。

张雨绮以影片《妖猫传》获得最
佳女配角，该影片同时还获颁最佳造
型设计、最佳美术指导和最佳视觉效
果。韩国演员梁益准则凭借影片
《啊，荒野》获得最佳男配角。

中国导演董越凭借《暴雪将至》
夺得最佳新导演奖项。

此外，惠英红获得卓越亚洲电影
人大奖，《战狼2》获得2017年最高票
房亚洲电影大奖，韩国演员林允儿获
得亚洲电影大奖飞跃新星奖。

亚洲电影大奖创办于2007年，
是首个为表彰亚洲电影业杰出人士
而设立的颁奖活动，致力于推动区内
电影迈向国际。

台湾著名作家李敖去世
享年83岁

新华社台北3月18日电 台湾著名作家、评
论家、历史学家李敖于18日上午10时59分在台
北“荣总”医院去世，享年83岁。

台北“荣总”医院当日上午代家属发出说明
稿表示，李敖于2015年7月因步态不稳至医院
求诊，经诊断为脑干肿瘤，在医疗团队的努力
下，接连渡过难关。2017年10月1日，李敖因肺
炎入院，治疗后感染病况稳定。今年1月底起，
李敖病况急速恶化，于2018年3月18日上午10
点59分离世。

说明稿表示，家属感谢各界的关心与慰问。
李敖1935年4月25日生于哈尔滨，吉林省

扶余县人，1937年迁到北京，1949年随父母到
台湾，曾先后在台湾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所就
读。李敖曾因发表抨击当政者言论等于1971年
3月被捕，判刑10年，于1976年11月出狱，总计
入狱5年零8个月。李敖除研究、写作、教学外，
还积极从事公开演讲、时事评论等，并曾当选台
湾民意代表。李敖反对“台独”，支持两岸统一，
其主要著作包括《李敖大全集》、《李敖回忆录》、
《北京法源寺》等。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记者卫
小林）国产悬疑电影新作《暴裂无声》
日前定档，将于4月4日全国公映，海
南各大院线与全国同步上映，这是记
者今天从我省院线获悉的。

据介绍，该片是内地新锐导演忻
钰坤继其广受好评的悬疑片处女作
《心迷宫》之后，再次执导的悬疑片新
作，该片由宋洋、姜武、袁文康、谭卓
领衔主演。

记者了解到，忻钰坤的首部电影
《心迷宫》于2017年11月30日上映
后，虽然全国票房并不高，只有1067

万元，但收获好评颇多，仅在豆瓣网
上，便有近17万影迷为其打分，最终
以8.6分的较高分数，名列豆瓣电影
排行榜第168名。此次忻钰坤再推
新片《暴裂无声》，依然以悬疑片为类
型，并在悬疑推理、动作呈现和人性
挖掘三方面进一步升级，旨在使《暴
裂无声》比处女作的电影感更加强
烈，观赏性得以提升。

据悉，《暴裂无声》讲述的是在一
个相对闭塞的北方矿业小镇上发生
的故事，失语矿工张保民和律师徐文
杰在寻找各自失踪的孩子过程中，命

运竟然与黑心的煤老板昌万年捆绑
在了一起，由此发生了一系列发人深
省的事件。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 通讯员雷
志）3月17日晚，海南凤凰新华书店年
度公益阅读活动“凤凰悦读荟”走进琼
海，在该市新华书店举行经典美文朗诵
会，这也是该系列活动继1月走进文昌、
2月走进海口市琼山区后的第三站。

据介绍，“凤凰悦读荟——《百草
园》李成、邢月经典美文朗诵会”于当
晚8时开幕。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新闻
广播《百草园》栏目主持人李成、邢月
以曾晓华的《写意琼海》开启了整场朗
诵会的序幕。其后，《海的故事》《玉带
滩》《田园梦想》等多篇描写琼海的散
文，在两位主持人声情并茂的朗诵带
领下，让现场读者感受到了经典诗词

和美文的魅力，同时体味到了作品中
琼海的自然与人文之美。朗诵会现
场，有50个家庭的成员与阅读引领人
李成、邢月一起，在诗词和美文朗读声
中度过了一个充实的夜晚。

据悉，“凤凰悦读荟”系列公益阅
读活动由海南凤凰新华出版发行有
限责任公司联合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新闻广播在全省范围开展，全年将举
办12场，每场在不同市县举行。作
为助力我省全民阅读的公益活动，旨
在通过《百草园》主持人李成、邢月在
我省中、青年听众中的影响力，将我
省全民阅读活动引向基层，推动海南
全民阅读常态化。

奥斯卡奖主办机构主席
面临性骚扰指控

新华社洛杉矶3月16日电（记者高山）美国
媒体16日披露，奥斯卡奖主办机构美国电影艺术
与科学学院（以下简称影艺学院）主席约翰·贝利
因性骚扰指控而正在接受调查。

美国《综艺》杂志报道称，影艺学院方面14日
收到针对贝利的3起性骚扰指控，并随即展开调
查。这一消息再次在好莱坞投下“震撼弹”，美国
主流媒体纷纷跟进报道。

影艺学院随后发表声明说，将根据学院的程
序规定，对“所有针对学院成员的指控进行审查，
并向学院理事会报告”，但声明并未直接提及贝利
遭调查一事。

现年75岁的贝利是美国导演和摄影师，去年
8月当选影艺学院第34任主席，接替谢丽尔·布
恩·艾萨克斯，任期4年。

贝利当选后不久，好莱坞著名制片人哈维·温
斯坦的性骚扰丑闻就被媒体曝光，震惊美国社
会。去年10月14日，影艺学院理事会宣布开除
温斯坦，并誓言好莱坞对“性狩猎”行为和职场骚
扰听之任之并成为可耻同谋的时代已经过去。影
艺学院还制定了新行为规则加强对成员的监督，
打击歧视女性和性骚扰行为，对违规成员将给予
纪律处分或开除。

自温斯坦性骚扰丑闻曝光以来，美国女性反
对性骚扰、争取平等权利的运动不断高涨，多个知
名人物因性骚扰行为暴露落马。

据报道，如果贝利被迫下台，影艺学院第一副
主席路易丝·伯韦尔将暂时接替其职务，直到7月
举行新的选举。

据新华社吉隆坡 3 月 18 日电
（记者刘彤 林昊）“一带一路”马中友
好钢琴交响音乐会17日晚在马来西
亚首都吉隆坡国家大剧院上演，来自
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和马来西亚的音乐
家们奉献了一场中西合璧的精彩演
出，感染了现场上千名观众。

演出开场曲目是捷克作曲家德沃
夏克的名作《第八交响曲》，明朗欢快
的节奏为全场带来轻松宜人的情绪。
在演奏中国作曲家关峡的交响幻想曲

《霸王别姬》时，中国传统乐器古筝和
萧以及女高音演唱与交响乐完美交
融，用京剧音乐讲述了霸王项羽和虞
姬的爱情故事。

此外，中国国家交响乐团还与马
来西亚华人钢琴家克劳迪娅·杨一起
演奏了由她作曲的钢琴协奏曲《红楼
梦》，乐曲包含“绛珠还泪”“情天谁补”

“虚花如梦”和“万艳千红”4个乐章，
用现代交响乐为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赋
予全新的艺术表现。

海南舞蹈诗《黎族家园》剧组今日抵京
将于23日、24日参加“2018年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

第十二届亚洲电影大奖在澳门颁奖

《芳华》获得最佳电影

悬疑片《暴裂无声》定档

海南凤凰新华书店年度公益阅读活动第三站

“凤凰悦读荟”走进琼海

据新华社郑州3月18日电（记
者王林园）18日起，“第九届中原古
韵——中国（淮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演”活动在河南周口市淮阳县举行。
来自陕西、青海、内蒙古、河南等9省、
自治区的35个非遗项目将集中展演，
其中国家级项目18个，省级项目 8
个，市县级项目9个。

展演活动中，既有动态展演，如传
统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门类，也有
静态展示，如传统美术、工艺等；既有
群众巡游，又有高层论坛邀请专家学
者对新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
护把脉问诊。

据悉，本届展演活动将持续至4
月18日。

9省区非遗项目在河南展演

马中友好钢琴音乐会吉隆坡举行

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主席约翰·贝利

2016年8月，《黎族家园》在海口公演剧照。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暴裂无声》剧照

《芳华》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