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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文昌嘉源农牧发展有限公司拟利用文国用（2015）第
W1000025号宗地建设“文昌嘉源饲料厂项目”,该项目位于东路镇
瑞阳山坡地段公路西侧41公里处，证载面积28829.98平方米（其中
市政占用面积2140.71平方米，净用地面积26689.27平方米）。该项
目经市第45次规委会审议通过，现修规规划指标为：总建筑面积
29939.98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29380.93平方米，地下建筑面
积559.05平方米，容积率1.1，建筑密度38.83%，绿地率25.61%，停
车位20个。以上规划内容符合要求。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
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规定，现按
程序对该项目内容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5天（2018年6月7日至6月21日）；
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建设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sghwyh@

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经济开发区市政府大院
西副楼一楼文昌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管理室，邮政编码571339；（3）意
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018，联系人:易彪。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关于文昌嘉源饲料厂项目批前公示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6月7日

为了确保我司大型设备的规范运行，根据生产需求，
现向社会各单位公开征集我司马二港区MM4#门机整机
防腐项目承包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1、具有经营生
产相关的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及合格证等相关资质的
承包商；2、承包商具有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达
到C级（含）以上。

联系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76号海口港务分公司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18976087090
征集截止日期：2018年6月15日

公开征集项目修理承包商

海南港航国际马村港务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6日

关于国有产权（资产）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806HN0046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转让海口市原机场路90号南景花园C幢
703号房产，建筑面积为55.67m2，挂牌底价为480000元，以成交价作
为最终转让价格。该房产约建成于1998年，钢混结构，室内简单装
修。房产位于海口市美兰区较繁华地段，周边有商场、酒店、饭店、银行、
医院、中学及多家幼儿园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完善，居住、出租两便。
该房产采取“网络报价，价高者得”的方式确定受让方，需缴纳15万元
作为竞买保证金，公告期：2018年6月7日至2018年6月21日。详情
请登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ggzy.hi.gov.cn）、海
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查询。联系方式：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电话0898-65237542（李女
士），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
66558038（吴先生）、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8年6月6日

经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
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司对以下涉案需变现财产：被执行人南
洋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南省东方市八所镇二环路西侧
面积为17333.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号为：东方国用（2003）字第
007号，证载用途为商住】进行公开拍卖。参考价：4723.32万元，竞
买保证金：1000万元。现将第一次拍卖相关事项告知如下：

1、拍卖时间：2018年6月27日上午10：00；
2、拍卖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

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203室；
3、标的展示及竞买标的相关事宜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8年6

月26日17：00截止；
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8年 6月25日 17：00前到账

为准；
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户银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银行账号：
1009454890002335；

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8）海中法拍委字第02号（如代缴必
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7、报名地点：海口市国贸大道48号新达商务大厦2803#海南冠
亚拍卖有限公司；

8、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不包含地上建筑物
及其他地上附着物，法院不负责清场，且所有
涉及该地块欠缴的土地出让金、征地补偿款、
土地闲置费等费用和买卖双方应承担的纳税
义务均由买受人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66746655 15008983855
传真：68539322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监督
电话：0898-66713990

（2018）海中法拍委字第02号

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海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8年6月22日上午10时在本公司拍卖大厅依

法公开拍卖文昌市清澜港口岸保障房A、B幢一层8间铺面资产：

说明：本次拍卖以单间铺面为单位，每份保证金可以竞买任意一
间铺面（依此类推）。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8年6月21
日17时止（文昌市文城镇清澜疏港大道南侧，清澜海关对面）。报名
时间：2018年6月20日至21日下午17时止（以保证金到账为准）。报
名地点：标的所在地。竞买保证金存入以下指定账户：名称：海南宏
志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平安银行海口分行营业部；账号：
11008495530501。有关详细事项请查阅《拍卖手册》,有意竞买者请
向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本次拍卖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变
更公告为准。公司地址：海口市美兰区新埠岛西苑路横沟二街Ｄ19栋
三层，联系电话：（0898）32855875 13322006990 13647547066。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合计

房 号
A101
A102
A103
A104
B101
B102
B103
B104

面积（m2）
77.99
85.58
97.06
77.99
77.99
85.58
97.06
77.99
677.24

参考价（万元）
63.4
69.6
78.9
63.4
63.4
69.6
78.9
63.4
550.6

竞买保证金（万元）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00

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文集土告字〔2018〕第3号

根据《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暂行办法》和《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经文昌市人民
政府批准，出让人决定将以下叁（幅）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公开挂牌方式出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法人、其他组织及具有完
全民事能力的自然人，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
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竞买，不接受竞买人电话、
邮寄、电子、口头报价。三、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按照最大满足项目开发建设条件要求并出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
人。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手册（该出
让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申请人可于2018年6月7日至
2018年7月6日到文昌市国土资源局三楼土地利用管理室或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和提交
书面申请。五、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7月6日
17时00分（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
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8年7月6日17时30分前确认
其竞买资格。六、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
2018年6月29日8时00分至2018年7月10日10时00分在海南省政
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2018年7月
10日10时0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

地交易厅召开挂牌现场会）。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竞得土地
后，竞得人须按照签订的《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成交确认书》约定与出让人签订《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并按出让合同约定及时缴纳土地出让金，以及动工开
发建设项目。（二）该宗地属商业设施项目建设用地，竞得人须严格按照
市规划部门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要求，在2年内完成项目的投资建
设。（三）本次出让宗地按现状条件出让，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
一经办理手续参与竞买，视为对出让地块现状条件无异议，并愿承担参
加竞买交易所产生的一切风险和责任。（四）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
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八、联系方式：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文城
镇白金路2号、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联 系
人：林先生、杨先生、王先生；联系电话：0898-63330100、65303602、
66722585；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http://www.
hnlmmarket.com/

文昌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6月7日

出让人
文昌市龙楼镇红
海村民委员会好
圣村民小组
文昌市龙楼镇红
海村民委员会好
圣村民小组
文昌市龙楼镇红
海村民委员会好
圣村民小组

地块编号
文集建试
（2017）
-1号
文集建试
（2017）
-2号
文集建试
（2017）
-4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龙楼镇钻石
大道南侧红海村委
会好圣村地段
文昌市龙楼镇钻石
大道南侧红海村委
会好圣村地段
文昌市龙楼镇钻石
大道南侧红海村委
会好圣村地段

面积（m2）

542.21

239.31

1089.92

土地用途
商业
设施
用地
商业
设施
用地
商业
设施
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40年

4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1.5；建筑密度≤40%；绿地率
≥25%；建筑限高≤15米/4层（农村新
建住房高度一般不得超过十二米）
容积率≤1.5；建筑密度≤40%；绿地率
≥25%；建筑限高≤15米/4层（农村新
建住房高度一般不得超过十二米）
容积率≤1.5；建筑密度≤40%；绿地率
≥25%；建筑限高≤15米/4层（农村新
建住房高度一般不得超过十二米）

挂牌起始价（万元）

97.1098

42.8604

195.2047

竞买保证金（万元）

59

26

118

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文集土告字〔2018〕第4号

根据《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暂行办法》和《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经文昌市人民
政府批准，出让人决定将以下壹（幅）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公开挂牌方式出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法人、其他组织及具有完

全民事能力的自然人，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

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竞买，不接受竞买人电话、

邮寄、电子、口头报价。

三、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最大满足

项目开发建设条件要求并出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手册（该

出让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申请人可于2018年6月7

日至2018年7月6日到文昌市国土资源局三楼土地利用管理室或海南

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和

提交书面申请。

五、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7月6日17时

00分（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

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8年7月6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

买资格。

六、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18年6

月29日8时00分至2018年7月10日15时0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

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2018年7月10日15

时00分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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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厅召开挂牌现场会）。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照签订的

《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约定与

出让人签订《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按

出让合同约定及时缴纳土地出让金，以及动工开发建设项目。（二）该宗

地属商业设施项目建设用地，竞得人须严格按照市规划部门批准的项

目规划设计方案要求，在2年内完成项目的投资建设。（三）本次出让宗

地按现状条件出让，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一经办理手续参与

竞买，视为对出让地块现状条件无异议，并愿承担参加竞买交易所产生

的一切风险和责任。（四）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

为准。

八、联系方式：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白金路2号、海南省

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联 系 人：林先生、杨先生、王先生

联系电话：0898-63330100、65303602、66722585

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文昌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6月7日

出让人
文昌市龙楼镇红
海村民委员会好
圣村民小组

地块编号
文集建试
（2017）-
5-1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龙楼镇钻石
大道南侧红海村委
会好圣村地段

面积（m2）

2400.04

土地用途
商业
设施
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1.5；建筑密度≤40%；绿地率
≥25%；建筑限高≤15米/4层（农村新
建住房高度一般不得超过十二米）

挂牌起始价（万元）

405.6068

竞买保证金（万元）

244

海南省扶贫工业开发区总公司拟建的文博府B区三期（B-2地
块）项目位于白水塘北侧，建设用地面积5738平方米，属海秀片区控
规D10-1、10-2两个地块范围，用地规划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商住
混合用地，容积率≤2.5（3.5），项目拟建两栋地上27层地下2层商住
楼，总建筑面积28458.09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19711.66平方米，容
积率3.435。方案拟建住宅楼与北侧已建住宅间距为39.14米，方案
日照分析符合大寒日三小时日照要求，次要朝向与东侧相邻建筑间

距为19米，满足《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
人和公众的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8年 6月 7日至 6月 21日）。 2、
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ghw.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3、
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
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6房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规划建筑技术审查处，邮政编码：570311。（3）意
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
电话：68724371，联系人：龙腾卓。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6月7日

文博府B区三期（B-2地块）项目
建筑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本报博鳌6月6日电（记者卫小
林）“桃李芬芳”全国青少年、儿童舞
蹈艺术展演暨博鳌国际舞蹈艺术节
启动仪式及新闻发布会今天上午在
博鳌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本
届展演活动将于2019年1月在博鳌
正式举办。

据介绍，本届展演活动内容包括
“桃李芬芳”全国青少年、儿童舞蹈艺
术展演、培训、学术论坛等一系列活
动。参演对象为全国各省、区、市的
幼儿园、小学、少年宫、公办及民办少

儿舞蹈学校或艺术学校、少儿艺术团
及海外艺术团成员。参演对象年龄
要求是 16岁以下的青少年、儿童。
参演作品形式为群舞，要求每个群舞
作品参演人数为16人至32人，时长
为5分钟内，鼓励原创剧目，未达原
创实力的单位可选送优秀剧目或课
堂延展作品参演。

记者了解到，本次展演活动分
省内入围季、区域交流季和全国展
演季三季进行。其中，省内入围季
于今年6月至9月进行。区域交流季

于今年9月至10月进行，全国按地
域分东、西、南、北、中 5 个片区举
办。全国展演季于 2019 年 1 月进
行，将有全国5个片区共75个节目参
加博鳌主会场展演。

据悉，各省、区、市承办单位将对
本地报名参演团队进行入围初选，入
围作品将以群众投票和专家评分相
结合的方式，并在官网上公示。各
省、区、市提交的入围作品参加区域
交流季交流，再由每个区域评出15
个优秀作品赴博鳌参加全国展演。

参加博鳌主会场展演的作品，将由评
委打分，评选出最佳创意、最佳表演、
最佳组织等荣誉奖项并颁发证书。

来自北京、上海、四川、安徽、内
蒙古、海南等全国20多个省、区、市
的100多家少儿舞团负责人参加了
发布会。北京舞蹈学院、海南省教育
厅、省商务厅、琼海市政府等相关部
门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致辞。

北京舞蹈学院是“桃李芬芳”舞
蹈展演活动的“摇篮”，该活动迄今已
连续举办3届。该院负责人在会上

表示，海南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
富的红色文化资源，琼海博鳌又在举
办会展、论坛、培训等文化活动方面
有着丰富经验，因此该院与琼海市政
府促成了本届展演落地。

据悉，本届展演活动由海南省教
育厅、海南省商务厅、琼海市政府、琼
海市商务局指导，北京舞蹈学院、“桃
李芬芳”博鳌国际舞蹈艺术节组委会
主办，北京舞蹈学院舞蹈考级院、琼
海市博鳌音乐舞蹈艺术交流中心联
合承办。

全国青少年、儿童舞蹈艺术展演博鳌启动

本报海口6月6日讯（记者卫小
林）2018年中国全明星少儿模特冠
军赛海南赛区比赛昨天在海口启动，
记者从赛事承办方省职业模特协会
获悉，本届中国少儿模特大赛全国总
决赛暨颁奖典礼将在海南举行。

据介绍，中国全明星少儿模特冠

军赛是中国模特行业联合会为我国
少儿模特打造的专业性比赛，旨在从
小培养少儿模特良好的体态和优雅
的气质，在提升少儿模特综合素质的
同时，为全国优秀少儿模特搭建一个
大型的交流与展示平台，为中国模特
事业发展网罗有潜质的优秀人才。

记者了解到，本届少儿模特大赛
海南赛区比赛已于6月5日开始网络
报名，同时在网上进行最佳网络人气
奖评选，7月的每个周末将在我省进
行海选，8月初进行海南赛区复赛，8
月中旬进行海南赛区决赛。本届少
儿模特大赛全国总决赛暨年度颁奖

盛典，将于全国各分赛区比赛全部落
幕以后择日在海南举行。

据悉，2017年的中国全明星少
儿模特冠军赛全国总决赛在辽宁省
大连市举行。本届大赛全国总决赛
暨颁奖盛典移师海南，也是该项大赛
首次连续在两个滨海旅游胜地举办。

2018年少儿模特大赛全国总决赛将在琼举办

新华社悉尼6月 6日电 （何嘉
悦）第65届悉尼电影节6日在澳大利
亚悉尼开幕，来自66个国家和地区
的334部优秀影片参加展映。

参展影片包括获第74届威尼斯
电影节银狮奖评委会大奖的《狐步
舞》、2018圣丹斯电影节获奖片《卡
梅伦的错误教育》、第68届柏林国际
电影节评审团大奖银熊奖获奖影片
《脸》等众多斩获国际奖项的影片。

今年的电影节上也不乏中国电
影，如内地青年导演忻钰坤执导的新
片《暴裂无声》和台湾导演杨德昌的代
表作《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等。此
外，本届电影节还将上映由奥利维娅·

马丁麦圭尔执导、中澳合拍的聚焦中
国婚纱产业的纪录片《中国爱》。

针对不同的观影群体，本届电影
节专门甄选出不同类型的影片供观
众选择，如惊悚片、音乐片以及适合
全家老小一同观看的合家欢影片
等。此外，电影节还将放映一些经典
老电影，让电影爱好者们有机会在大
银幕上重温经典。

近年来，参加悉尼电影节展映的
影片除故事片、纪录片、短片和动画
片外，利用虚拟现实技术的VR影片
也加入到这一电影盛事当中。

本届悉尼电影节为期12天，将
于6月17日闭幕。

第65届悉尼电影节开幕
内地青年导演忻钰坤新片《暴裂无声》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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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悬疑推理小说
《死亡通知单》
英文版在美上市

新华社华盛顿6月5日电（记者徐剑梅）中
国作家周浩晖创作的悬疑推理小说《死亡通知单》
英文版5日在美上市，这是美国道布尔迪出版公
司首次推出中国惊悚小说，《纽约时报》和《华尔街
日报》近日在文艺版醒目位置对此作了报道。

《纽约时报》题为《怎样在中国抓杀手——又
一本中国犯罪小说走向世界》的文章说，小说讲述
了警方追查一名复仇杀手的故事，英译者扎克·哈
卢扎把故事发生地从江浙改成了四川成都。

文章援引出版方责任编辑罗布·布卢姆的话
说，修改故事背景是出于商业考虑，因为成都的熊
猫和川菜更为西方读者熟悉，“更可能让读者产生
身临其境的感受”。文章还援引周浩晖的话说，犯
罪是一个普遍主题。比起其他小说类型，侦探故
事或警匪小说更容易超越文化差异。

《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一本现代中国畅销
书来到美国》的文章说，《死亡通知单》是周浩晖创
作的犯罪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出版公司计划
在美发行该书1.8万本，并考虑继续翻译出版第
二部和第三部。

据介绍，道布尔迪出版公司成立于1897年，
一度是美国最大的出版社，现在是企鹅兰登书屋
的一部分。

据报道，《死亡通知单》英文版预计下周将在
英国出版发行。

音乐剧《天地运河情》
6月底在京上演

据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记者王思北）原
创历史音乐剧《天地运河情》将于6月28日至30
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该剧生动展现了乾
隆年间的漕运盛况等运河历史文化情景。

记者从6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获悉，该剧以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清代
名画《潞河督运图》为灵感来源，深刻挖掘了大运
河历史文化，历时8年精心打磨，并入选2018年
度国家艺术基金支持项目。

《天地运河情》总导演李罡介绍说，该剧基于
大运河与中华儿女血脉相通的关联，讲述了一个
关于绘图、夺图、保图、献图，表达忠诚的传奇故
事。通过运用现代审美观念和浪漫表现手法，将
名画《潞河督运图》中的情景以及史书中记载的京
杭大运河开漕节的盛况等呈现在舞台上，艺术化
地再现了大运河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

沪语话剧《繁花》
将进京演出

据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记者
白瀛）继年初在上海首演后，改编自茅
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沪语话剧《繁花》
将于6月21日至24日进京演出。

编剧温方伊6日在京介绍，将35
万字的小说改编成话剧，她重新梳理
了原著结构；话剧分成三季，第一季故
事主要以沪生、小毛、阿宝三个童年好
友的经历为线索，并呈现了李李、姝
华、银凤、汪小姐等人物的命运。

2018年北京大学生
音乐节开幕

6月5日，2018年北京大学生音
乐节在中国音乐学院拉开序幕，活动
包括开幕式、剧目展示、音乐会、艺术
讲堂等。图为演员在演唱山西民歌
《看秧歌》。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