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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7）琼0106执690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7）琼0106执690号之一执
行裁定书，本院将于2018年7月18日10时至2018年7月19日
10时止在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http://sf.taobao.com/0898/19）进行公开拍卖：被执行
人韦文齐、梁永弟名下位于海口市龙华二横路29号红明大厦A-
704房（证号：HK033602号）、被执行人梁永菲名下位于海口市
龙华二横路29号红明大厦A-706房（证号：HK033622号）、被执
行人杨新东名下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169号阳光西海岸三期南
区C6幢2层201房（证号：HK382963号）。起拍价：红明大厦
A-704房起拍价为709307元、红明大厦A-706房起拍价为
732816元、阳光西海岸（三期）南区C6幢2层201房起拍价为
893134元，竞买保证金分别为：红明大厦A-704房140000元、
红明大厦A-706房140000元、阳光西海岸（三期）南区C6幢2
层201房170000元。

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2018年7月9日9时起至
2018年7月17日16时止接受咨询（双休日除外）；2018年7月13
日为统一看样日期，红明大厦A-704房、A-706房看样时间自
2018年7月13日上午9：30时至11:30时止，阳光西海岸三期南
区C6幢2层201房看样时间自2018年7月13日下午3:30时至
4:30时止；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7月19日10时前于淘宝网
缴纳竞买保证金。

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费由买受
人承担。

咨询电话：0898-66761362（蔡法官）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5436。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二〇一八年六月四日

本司现有加氯设备资产存放在海府

路 116 号米铺水厂内，准备按现状出让

其产权，有意受让者请自公告发布之日

起 10个工作日内与本司联系，联系人：

许先生，联系电话：0898-66290956。

资产产权出让公告

海口威立雅水务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13日

中铁振海大厦项目设计方案公示启事
海南振海工程有限公司拟建的中铁振海大厦项目位于海口市龙

昆南路东侧，土地证号为海口市国用（籍）字第SO632号，土地使用权
面积6237.8平方米。该项目用地曾于1990年批准规划建设4栋住
宅楼、1栋变配电房和1栋宾馆，其中，4栋住宅楼和1栋变配电房于
1990年3月批建，已竣工投入使用。现建设单位拟申请1幢宾馆（名
称为中铁振海大厦）的报建审批。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
意见，现按程序将设计方案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
（2018年 6月13日至 6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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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0，联系人：陈孝武。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6月13日

海土资龙华字［2018］455号
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和《海南省加快积压

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我局已将海口海航企业
房地产开发公司持有的海南省海口市国土规划管理局市国规
［1990］603号用地批文项下219.9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确权给华闻
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
十二条和《土地登记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决定注销海南省海口市国
土规划管理局市国规［1990］603号用地批文项下219.95平方米土
地使用权登记。

特此通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5月22日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
通 告

旺铺出售
出售位于海口市国贸玉沙路

28号“宝发国际大厦”一楼（海口

一代佳人楼下）沿街旺铺面积约

2000多平方米（带租）。

联系人：张先生 13976093159

《琼海市官塘长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地块B-01用地规划条件修改的公示
《琼海市官塘长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地块B-01用地规划条件修改

的技术论证报告已编制完成，用地位于官塘长岭片区长岭水库北侧，用地
面积为13.27公顷（约199亩）。现拟修改用地规划性质和规划控制指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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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6月13日至7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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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先生。

琼海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6月12日

关于文昌至琼海高速公路万泉互通工
程路面拼接施工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文昌至琼海高速公路万泉互通工程路面拼接施工的需
要，为确保施工期间的行车安全和工程的顺利进行，现计划对
G98环岛高速公路相关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具体交通管
制方案如下：一、管制时间：2018年 6月15日至2018年 12月
30日；二、管制路段及方式：根据施工实际需要，为确保施工安
全，对G98环岛高速K87+920至K92+700段（白石岭互通至中
原互通）采取封闭应急车道施工，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的
交通管制。届时途径管制路段的车辆，请按照现场有关的交通
指示标志或按现场交通安全管理人员的指挥行驶，由此带来的
交通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18年5月21日

■ 本报记者 卫小林

近年去好莱坞奋斗的海南籍硬汉
演员吉飞龙日前回国接拍了一部古装
历史题材电影，记者几经联系，他不是
忙于拍摄，就是在漫长化妆过程中不
便接受采访，今天他终于有时间通过
电话与记者进行了一番长聊，说他目
前仍在横店拍摄，他还忙里偷闲给记
者传来几张独家剧照，说“我很想向家
乡影迷好好汇报一下”。

做案头：当了两个月“宅男”

吉飞龙告诉记者：“为了演好电影
中的唐代宗李豫，我在洛杉矶已经研究
了大量资料，读得多了才知道，李豫究
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原来，剧本中的李豫被写成了一
个内心非常复杂的角色，“正是有了这
种内心的复杂性，才对我作为一个演
员很有挑战性，我兴奋了很久，特别想
这部电影立马就开拍。”吉飞龙聊得很
高兴，还说他在洛杉矶已经当了两个
多月的“宅男”，整天研究历史上的人
物，还写了李豫的人物小传和心理分
析，做足了案头工作，决心要演出李豫
从隐忍到爆发的那种强烈心理反差。

考爆发：第一场就演重头戏

进组后，吉飞龙原本想慢慢进入
角色，没想到导演郑来也给他来了一
个“下马威”，第一场戏就“考验”他的
情绪爆发力，也是一场重头戏。

“这场戏展现的是李豫在被反派
人物软禁后，两人之间的‘短兵相
接’。”吉飞龙说，这场戏原来的剧情
是，李豫解下随身玉佩给身边小太
监，请他凭此联络忠臣。谁知小太监
转身便把玉佩给了反派人物，这个反
派人物当着李豫的面将玉佩捏得粉
碎。但李豫不得不隐忍，待他离去
后，才一把扫落殿中摆设，愤懑地大
喊一声进行发泄。

改细节：连配角都“受益”

吉飞龙还告诉记者一个小细节：
其实他演的第一场重头戏中，有个细
节是他建议后才修改的——原剧本
中，小太监只把玉佩交给反派人物，并
没写他“捏碎”玉佩那个细节。吉飞龙

说他改的理由是：“我从‘宁为玉碎，不
为瓦全’这一成语中得到启发，如果反
派人物能一把捏碎玉佩，既可增加对
李豫的污辱，又可让反派人物的嚣张
气焰显露无遗。我一到横店就给导演
说了，导演欣然同意这样演。”

其实这样改戏已有好几次，吉飞
龙笑着说：“最近几次拍夜戏时，导演
都把编剧张飞明叫来改戏，因为我提
的意见又被导演接受了。”吉飞龙说，
编剧张飞明前天还给他发来微信感
谢，谢谢他对细节、台词与角色都提
出了相当专业的意见，不管是敬业精
神还是专业精神都令人钦佩，并称吉
飞龙每次提出的改戏意见都公允无
私，连其他配角都跟着“受益”。

（本报海口6月12日讯）

吉飞龙扮演的李豫形象

香港悬疑片《泄密者》
本周五在海南上映

本报海口6月12日讯（记者卫小林）由香港
著名导演邱礼涛执导的悬疑动作电影《泄密者》宣
布提档，将于6月15日在海南与内地各大院线同
步上映，比香港提前6天，这是记者今天从我省院
线获悉的。

据介绍，之所以提档，主要因为近期内地院线
没有较强的国产片，以致上周全国票房创下新低，
成为近两年来内地票房最低的一周。该片片方遂
紧急宣布提档，比香港提前6天上映，旨在借此片
提振内地院线人气。

该片由吴镇宇、张智霖、佘诗曼、周秀娜主演，
另有郑则仕、张继聪、李璨琛等明星助阵。鉴于近
年来香港片在内地票房表现不俗，如《杀破狼》系
列片、《追龙》《西游伏妖篇》和《拆弹专家》等，堪称
票房和口碑双丰收，因此，我省院线业内人士希望
《泄密者》能为即将启幕的暑期档开个好头。

据悉，《泄密者》讲述的故事是，马来西亚突发
高危传染病毒感染疫情并迅速肆虐全球，病毒背
后真相暂时无人能知。吴镇宇、张智霖饰演的警
察和佘诗曼饰演的记者同时赶往当地调查，随着
调查的深入，一个神秘组织“泄密者”渐渐浮出水
面，揭开了背后真相。

刘荆洪科幻新书
《南海历险记》出版
将被改编成系列院线电影

本报海口6月12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华乐）记者从今天下午在海口召开的系列院线电
影《南海历险记》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知名科普作
家、海口经济学院教授刘荆洪所著海洋科幻系列
小说《南海历险记》已由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并
将被改编成系列院线电影。

据介绍，《南海历险记》系列科幻小说由刘荆
洪历时多年、数易其稿完成，分《海洋地理探秘》
《海洋动物探秘》《海洋生物探秘》《海洋植物探秘》
《海洋宝藏探秘》《航海历程探秘》《海洋科技探秘》
《海洋文化探秘》《海洋生态探秘》《海洋奥密探秘》
10卷，在省委宣传部支持下，该书被省文体厅列
入海南省重点图书选题。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南海历险记》系列
科幻小说将由海口经济学院、海南昆仑文化公司
联手海南红豆荣焕影视集团、北京电影学院与央
视电影频道共同打造成系列电影。

刘荆洪已出版专著39部，主编图书20部，其
9卷本《青少年科学未来丛书》曾获全国优秀社科
普及作品奖。

本报抱由6月12日电（记者梁
君穷）乐东黎族自治县委宣传部、县
文联主办的“贯彻十九大精神，赞颂
美好新乐东”文学创作征文评选日前
揭晓。

本次征文自2017年 12月 8日
起征稿，今年2月25日截稿，共收到
稿件235件。征文结束后，主办方邀
请省内知名作家、诗人、教授组成评
委会，本着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

对应征稿件匿名评审。经评委会多
轮讨论和投票，最终分别评出诗歌类
和散文类获奖作者共37名，其中一
等奖各1名、二等奖各3名、三等奖
各5名、诗歌优秀奖10名、散文优秀
奖9名。

荣获诗歌类一等奖的作品是刘
圣贺（乐东）创作的组诗《最美乐东》，
荣获散文类一等奖的作品是关义为
（乐东）创作的《今朝长河别样情》。

乐东文学创作征文评选揭晓

本报海口6月12日讯（记者计
思佳）海口“红色文艺轻骑兵”——
2018年海口市“我们的节日·端午”暨
海南社会文明大行动文艺宣传系列活
动首场演出，今晚在海口市秀英区永
兴镇文化广场举行。

演出在椰城侬家艺术团带来的开
场舞《鲜花的祝福》中拉开序幕，整齐

的舞步、娴熟的动作、欢乐的气氛，瞬
间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热情。紧接着，
海口“红色文艺轻骑兵”授旗仪式获得
观众热烈掌声。此外，有奖互动环节
紧紧围绕“海口如何打好脱贫攻坚战”
等一系列民生问题开展，现场观众踊
跃回答，气氛非常活跃。

随后，歌曲《美丽中国》《把一切献

给党》《我爱你中国》，舞蹈《锦语姑娘》
《佩》，萨克斯演奏《新茉莉花》，小品表
演《一起奔小康》，歌伴舞《我的海口》
《共建文明新城》等形式多样的文艺节
目轮番上演，赢得现场观众喝彩。

主办方相关负责人介绍，举办此次
活动的目的，一是认真学习内蒙古苏尼
特右旗乌兰牧骑的先进事迹，大力弘扬

乌兰牧骑的优良传统，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写人民、演人民、为
人民，以实际行动践行文艺工作者的职
责使命。其次，以文艺演出的形式，广
泛宣传海口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政策
法规。三是将精品文艺节目向农村延
伸，不断丰富农村群众文化生活。

据了解，此次系列活动共有5场

演出，分别在海口市秀英区、龙华区、
琼山区、美兰区以及桂林洋开发区各
演出一场。

此次活动由海口市委宣传部指
导，海口市文明办、海口市文联、秀英
区委宣传部、龙华区委宣传部、琼山区
委宣传部、美兰区委宣传部、桂林洋开
发区联合主办，海口市音协承办。

海口“红色文艺轻骑兵”走进永兴镇

本报营根6月12日电（记者郭
畅 通讯员秦海灵）由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举办的“绿水青山画琼中”主
题摄影展，于6月10日在北京王府井
步行街开幕。

据介绍，本次参展摄影作品近
90幅，是从数百幅参选作品中精选

而出的，创作者们用摄影艺术的表
现手法，集中反映了琼中的自然风
光、生态宜居、民族风情、古今对比
等各个方面，充分展示了当地优美
的自然环境和发展变迁。

此次摄影展为期5天，6月14日
结束，向观众免费开放。

“绿水青山画琼中”摄影展在京举办

据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记
者白瀛）由北京市文联、北京音乐家
协会、中国广播艺术团等主办的交响
声乐套曲《长城》12日晚在北京民族
宫大剧院首演。这是为北京“一城三
带”系列文化活动中“长城文化带”专
门创作的新作品，也是北京音协一年
一度的新人新作音乐会。

主办方介绍，《长城》分《序曲·太

空回望》《第一乐章·长城记忆》《第二
乐章·雄风长歌》《第三乐章·新的长
城》《尾声·永恒的虹》，由14首作品
组成，包括独唱、重唱、男声合唱、混
声合唱等演唱形式，有美声、民族、通
俗、戏曲等多种音乐风格。

北京音协秘书长赵金波说，《长
城》套曲讴歌了长城作为中华民族精
神的象征：勤劳勇敢、爱好和平。

交响声乐套曲《长城》首演

海南籍演员吉飞龙谈首演历史题材电影

“我很想向家乡影迷好好汇报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