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文体新闻 2018年6月22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满国徽 主编：卫小林 美编：孙发强B06 综合

广告

解放海南岛战役烈士陵园公告
为完善金牛岭公园内解放海南岛战役

烈士陵园园区配套设施，定于2018年6月
23日至 2018 年 9月 25日对陵园封闭施
工。在此期间给游客和市民造成不便，敬
请谅解。

特此公告。
海口市革命烈士纪念物管理所

2018年6月20日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2018年7月25日上午10:00在我司拍卖

厅以网络（中拍协网络拍卖平台http://paimai.caa123.org.cn)
和现场同步对以下标的公开拍卖：

1、海南省屯昌县屯城镇东风西路北侧一栋商住楼（土地面
积：13348.57m2，总建筑面积：83652.4m2），总楼层高15层，地下
2层停车场，地面一至八层为商场，九至十三层为客房；2、海南省
屯昌县屯城镇昌盛二路与育新路交汇处东北角一栋五层商住楼
（土地面积：356.3㎡，建筑面积：1697.81m2）。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8年7月24日止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7月24日下午5时前到我司了解详

情并办理竞买手续,逾期将不予办理（以保证金到账为准）。
联系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9层
联系电话：0898-65203602 13398975899 13807653966
公司网址：http://www.hnhxpm.net

海南国拍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海南省琼海市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8年7月6日上午10:30在

我司拍卖厅公开拍卖：琼海市嘉积镇公路局宿舍B栋103号房[房产证
号：海房权证海字第13166号；共有土地使用权证号：海国用（95）字第
1732号（未分割）；土地使用权类型：划拨地 ]，参考价：152.42万元，竞
买保证金：50万元。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8年7月4日
17时止。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7月5日16时前到我司了解详情
（标的现状及瑕疵等）并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交纳保
证金单位名称：琼海市人民法院；开户行：琼海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
业部；账号:1010887090001701。缴款用途处须填明：竞买人姓名或
名称、（2018）琼海法委字第69号。

拍卖单位：海南国拍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38号华银大厦508室
联系电话：66243059 13976113925
委托方监督电话：62935486

一、招标人名称：儋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二、招标项目名称：视频联网集中监控项目
三、招标项目标号：儋农信联招标[2017]年[2]号
四、招标类型：公开招标
五、招标公告发布日期：2017年12月14日

六、流标理由及其他：有效投标不足三家，做流标处理。
联系人：王经理，郑经理
联系电话：13807559855,13322084422
联系地点：海南省儋州市那大镇文化北路东侧那大控规08街区

儋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18年6月15日

关于儋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视频联网集中监控项目流标的公告

解除合同通知书
海南中金智信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截至 2018 年 6 月 21 日，贵司欠付广告租赁费人民币
148333元及违约金11291元，依据双方签订的《车内车载LED
液晶视频广告租赁协议书》（合同编号：JY201304）约定，我公
司依法解除与贵司所签订的上述协议书。我公司自即日起收
回车内车载LED液晶视频广告经营权并将保证金抵充欠款及
违约金。请贵司于2018年6月30日前拆除已安装车内视频广
告设备，如贵司未按要求拆除，我司将委托第三方拆除，由此造
成损失及产生的一切费用由贵司承担，贵司须于2018年7月
30日前领回已拆除设备，否则我司将作为遗弃物自行处理。

特此通知
海口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佳誉传媒分公司

2018年6月22日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2018年全国青少年足球超级联
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海南省足
协派出了3个年龄段的球队参加了
华南区的比赛。该赛事采取主客场
制，广东和福建等地青少年队教练
对海南队的主场赞不绝口。他们认
为，海南队的球场非常平整，球员在
这样的球场上训练和比赛对技术提
升很有帮助。

省外青少年教练所点赞的球
场，是位于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后
良村的海南裕东青少年足球基地。
去年底，该基地一期建成并投入使
用。目前，该基地拥有两块天然草

坪标准足球场、一块天然草坪7人足
球场、4块沙滩足球场和两块人工草
坪5人足球场。

省足协相关负责人表示，尽管
基地只有两块标准草坪球场，投入
使用刚过半年，但对我省足球青训
起到了促进作用。此前，省足协梯
队小球员没有固定训练场所，经常
四处借足球场训练。现在，省足协
10岁、11岁和12岁三个年龄段的9
支球队、近200人轮流在该基地集
训，待基地建成后，海南足球青训基
础会更扎实。

省文体厅和省教育厅年初在该
基地举行我省校园足球冬令营，分
初中组和高中组，近百名高水平小

球员参加集训。小球员们在专业教
练指导下，一天 3 练，吃住均在基
地。“这是我省首次举行大规模校园
足球冬令营，对提高海南校园足球
水平大有益处，这都得益于我们有
了自己的足球训练基地。”省教育厅
相关负责人说。

海南裕东青少年足球基地已被
授予海南省校园足球训练基地，正
向教育部申报成为中国校园足球训
练基地。今年初，由前国脚黄崇执
教的辽宁少年队来到该基地进行了
为期30天的冬训。黄崇说，海南足
球抓青训，建青少年足球基地这条
路走对了。

（本报海口6月21日讯）

省青少年足球基地助力海南足球青训

本报三亚6月21日电（记者徐
慧玲）6个人，1个铁笼，3分钟，一场
精彩的足球赛……世界杯举办之际，
三人制笼式足球赛6月20日首次在
三亚大东海码头开踢。

据介绍，本次比赛的规则设定
为：在一个直径6米的铁笼里，每队
派出3人参赛，限时3分钟，在对方半
场射门或在本队半场射门并碰到对
方身体入网方有效。由于比赛恰逢
世界杯，因此本次比赛的赛制设置也
与世界杯相同，共有32支球队参赛，
总计200多名球员参加，分小组赛和
淘汰赛两阶段比赛进行比赛。

这项极具观赏性的足球比赛，
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看，现
场气氛热烈，各队纷纷亮出精湛绝
活，引发球迷阵阵呐喊。除了热血
激情的笼式足球比赛，现场还有“大
东海世界杯足球主题乐园”游戏挑
战、1VS1迷你笼式斗牛、贝式射门、

勺子射门、足球投篮、足球金字塔、
愤怒的足球、足球大斜面等挑战性
强的游戏项目。

本次赛事由三亚大东海经营管
理有限公司主办，三亚市五人制足球
运动协会承办。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爱海口·
动起来”2018年全民健身运动推广
季——全民快乐运动季骑行活动近
日在海口举行。

本次全民健身活动旨在通过积极
健康的骑行活动，传递绿色、平安、和
谐、活力的运动理念。活动中，近300

名骑友进行了约80公里的健身骑行。
据了解，组委会为获胜的骑友颁

发了碳纤维骑行弯把、骑行智能车尾
灯、骑行头盔等奖品，同时还为现场观
众提供了运动套装、瑜伽垫、羽毛球
拍、乒乓球拍等奖品。

本次活动由海口市文体局主办。

海口举行全民健身骑行活动

本报海口6月21日讯（记者陈
蔚林）记者今天从省关工委获悉，由该
单位主办、海南尖峰置业有限公司承
办的“红色信仰 经典永恒”马克思名
言书法展，将于6月23日至25日在澄
迈举行。

组委会负责人告诉记者，该书法
展今年4月至5月在北京举办时，受
到首都干部群众欢迎，反响热烈。

6月23日上午，该展览将在澄迈

县盈滨半岛金碧海岸嘉利艺术馆举办
开幕式，多位知名书画家将现场为此
次活动题词并进行书画创作。活动期
间，组委会还将举办学习马克思主义
及革命故事宣讲活动、《马克思名言书
法集》颁赠活动、中联国兴书画院海南
分院成立揭牌仪式等系列活动。

此外，澄迈嘉利艺术馆馆藏精品
书画作品及瓷器等也将同期对观众免
费开放，展出为期3天。

本报海口6月21日讯（记者郭
萃 特约记者刘伟）海口市龙华区脱贫
攻坚文明大行动电影放映宣传活动昨
晚在该区龙桥镇永东村启动，吸引了
当地村民和贫困户到场观看。此次公
益电影放映活动将持续至10月，计划
放映49场以精准扶贫为主题的电影。

当晚的永东村文化广场吸引了众
多村民聚集，他们津津有味地观看着
此次电影放映活动的首部影片——
《十八洞村》。该片取材于全国精准扶
贫典型十八洞村的真实故事，以湖南
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排碧
乡十八洞村发生的故事为原型，以国
家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为大背景，通过
杨英俊以及杨家几位堂兄弟在脱贫过
程中发生的观念上以及生活方式上的
改变，用富有诗意的电影语言，叙述了

当下乡村居民的内心世界。
永东村委会莫抚村贫困户王昌黄

说：“看了这部电影我感触很深，同样
是贫困户，主人公不怕累、不怕难的脱
贫决心让我印象深刻，接下来，我也要
向他学习，珍惜国家给的好政策，努力
去实现脱贫致富的梦想。”

此次海口市龙华区脱贫攻坚文明
大行动电影放映宣传活动将从本月持
续至今年10月，将深入辖区遵谭、新
坡、龙桥、龙泉四镇各行政村，共计放
映49场以精准扶贫为主题的数字电
影，并在放映前播放扶贫公益宣传片、
扶贫宣传口号、生态环保以及文明礼
仪等宣传短片，通过公益电影放映的
形式，将党和政府带领群众坚决打赢
脱贫攻坚战的决心和行动传递给群
众，让贫困群众早日脱贫致富。

海口市龙华区扶贫电影放映活动启动
将持续至10月 计划放映49场

精准扶贫题材电影《十八洞村》剧照

本报海口6月21日讯（记者罗
霞 通讯员朱茹娜）2018年海南游艇
大众化消费宣传推介系列活动将于6
月29日在海口启动，届时将举行海南
青少年帆船运动体验日等系列活动。

据介绍，为了推动海南青少年帆
船运动的发展，在我省普及亲水文化

教育及帆船帆板相关知识，6月 30
日，省邮轮游艇协会将联合海口玩海
人帆船帆板运动俱乐部，在海口西秀
海滩国家帆船帆板训练基地举办
2018年海南青少年帆船运动体验日
活动，届时将推出OP帆船体验、帆船
帆板试乘体验等互动项目。

青少年帆船体验活动月底举行

本报营根6月21日电（记者郭
畅 通讯员林学健 何立）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日前在
琼中宣传文化中心举办，该展览旨在
推动全社会广泛参与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和传承。

琼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向大众

展示了黎族民歌、苗族民歌、黎族
纺染织绣技艺、苗族刺绣蜡染技
艺、黎母的神话、咚铃伽、黎药骨伤
疗法等琼中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及相关保护情况，还展示了琼中国
家级、省级、县级共12个非遗保护
项目的95位代表性传承人的简介

及相关技艺。
据此次非遗展览相关负责人介

绍，通过此次展览，让琼中社会各界
更加了解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
重要性，也增进了大家与非遗传承人
的沟通，营造了全社会共同参与非遗
保护和传承的舆论氛围。

琼中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展示了苗族刺绣蜡染技艺、黎药骨伤疗法等非遗保护项目

三亚举办三人制笼式足球赛

三亚三人制笼式足球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马克思名言书法展明天澄迈举行

6月21日，由中央芭蕾舞团出品、北京市朝阳区劲松第四小学演出的童话
芭蕾舞剧《九色鹿》在清华大学新清华学堂上演。图为小演员们在舞台上表演
《九色鹿》。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童话芭蕾舞剧《九色鹿》在京上演

“一带一路”
世界文化名城中心
落户成都

新华社成都6月21日电（记者许茹）6月21
日，“2018世界文化名城论坛·天府论坛”在成都
举行。来自全球22个世界文化名城论坛成员城
市、9个“一带一路”沿线重要节点城市的代表，共
谋“一带一路”建设下的文化交流合作和开放共
享。会议期间确定，“一带一路”世界文化名城中
心落户成都。

世界文化名城论坛组委会秘书长保罗·欧文
斯认为，“一带一路”世界文化名城中心的落户，将
用文化连接世界，为全球优秀文化的交流交融搭
建更加广阔的新平台，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城市
文创产业合作，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此外，参会的世界文化名城携手发布了《世
界文化名城天府论坛成都共识》。共识提到，文
化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这是构成城
市工作思想、制度和关系多样性的黄金线。城市
是全球经济的纽带，正在形成并塑造全球繁荣的
新经济网络。

据了解，世界文化名城论坛成立于2012年，
由伦敦市政府发起，目前有38个会员城市，包括
伦敦、纽约、巴黎、悉尼、罗马、香港、上海、东京、米
兰等。该论坛在城市文化发展、文化政策制定领
域引领全球，同时也是世界顶级的文化智库。

俄罗斯世界杯
献礼电影《最后一球》
月底在中国上映

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记者白瀛）献礼俄
罗斯世界杯的俄罗斯电影《最后一球》将于6月
29日起在中国上映。影片通过落魄球星与“菜
鸟”球队迎难而上的故事，展现了不屈不挠、永不
低头的体育精神。

影片编导兼主演丹尼拉·科兹洛夫斯基21日在
京介绍，影片讲述了一个关于坚持、信仰和荣誉的故
事，也对深沉的父爱进行了细腻刻画，通过环环相扣
的剧情、激烈的矛盾冲突来体现个人和团队的成长。

科兹洛夫斯基1985年生于莫斯科，曾参演
《玛蒂尔达》《维京：王者之战》《火海凌云》《激情》
《传奇17号》《古墓迷途》等电影。

中瑞雕塑展在瑞典开幕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6月20日电（记者付一

鸣）中瑞雕塑艺术精品展6月20日在瑞典首都斯
德哥尔摩中国文化中心开幕，两国艺术家的佳作
吸引了众多参观者。

展品包括林如奎、林伯正和林陈梦阳老、中、
青三代青田石雕艺术家的作品，王金川等中国紫
砂艺术家的多件精品，以及瑞典著名青铜雕塑艺
术家理查德·布瑞克塞尔的代表作品。

展览由斯德哥尔摩中国文化中心主办，将持
续至7月11日。

河南举办现实题材剧（节）目展演

21台演出每场票价10元
新华社郑州6月21日电（记者双瑞）21日

起，21台优秀现实题材剧（节）目将在河南多个剧
场展演。这些作品是从改革开放40年以来创作
的剧（节）目精心筛选出的，全部实行公益票价，
10元即可观看一场演出。

此次展演由河南省文化厅主办，河南豫剧院
承办，旨在打造一场“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
全面展现河南改革开放40年戏剧事业发展的重
要成果，推动现实题材戏剧作品的传播和推广。

据了解，展演剧（节）目涉及豫剧、曲剧、越调、
京剧、话剧、四平调以及歌曲、民乐等多个地方戏
剧种和舞台艺术形式。参演院团涵盖河南省6个
省直院团、9个省辖市院团以及4个县（区）院团。

“戏曲传承离不开‘传帮带’，这次选取了多个
青年团来参演，力争推出一批优秀的青年演员。”
河南豫剧院院长李树建表示，通过展演月，还将尝
试解决戏曲“农村演出多城市少，老年观众多年轻
观众少，送票多卖票少”的问题，希望培养一批年
轻观众。

展演活动从6月21日持续至7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