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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口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是海口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下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是海口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下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现两单位面向

全省公开招聘14名专业技术人员，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及人数、应聘资格条件、报名方法等详

情请登陆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海口市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网站或海口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

站查询《海口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开招聘公告》（第一

号）。

二、报名时间：2018年7月18、19、20日三天。

三、报名地点：海口市椰海大道 20号海口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 603 室组织人事科；联系人：郑宇；电话：

65785319。

2018年7月3日

公开招聘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与苏健

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
公司将其依据《债务重组协议》（编号：中长资（琼）合字【2014】17
号-zwcz）及相关担保合同项下对债务人海南永升达投资有限公
司、澄迈永升达置业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
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苏健（详见公告清单）。中国长城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

苏健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海南永升达投资有

限公司、澄迈永升达置业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
即向苏健履行依据《债务重组协议》（编号：中长资（琼）合字
【2014】17号-zwcz）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
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苏健
2018年7月3日

转让标的

债权

合计

债务人

海南永升达投资有限公司、
澄迈永升达置业有限公司

债权情况
基准日：2017年10月31日

本金

122,000,000.00

122,000,000.00

利息

15,343,888.89

15,343,888.89

财务顾问费

2,600,000.00

2,600,000.00

合计

139,943,888.89

139,943,888.89

保证人

林香仁、李吓芳、林仁清、林晓
钦、李伟财

债权清单明细表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与苏健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单位：人民币元

遗失声明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高县支行不慎遗失海南省住

宅专项维修资金专用收据 55 张，收据编号为 0403751、

0403752、0403767、0403768、0403773、0403777、0403778、

0403779、0403809、0403842、0403893、0403928、0403929、

0403930、0403931、0403932、0403933、0403934、0403935、

0403936、0403937、0403938、0403939、0403940、0403941、

0403942、0403943、0403944、0403945、0403946、0403947、

0403948、0403949、0403950、0404042、0404043、0404044、

0404045、0404046、0404047、0404052、0404053、0404073、

0404126、0404127、0404128、0404129、0404130、0404131、

0404132、0404133、0404134、0404135、0404136、0404329，

现声明作废。

海 南 恒 丰 盛 医 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460100MA5RCMBN45，法定代表人：农开德)：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
人员，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检查
通知书》（琼税稽检通一〔2018〕2号）、《税务事项通知书》（琼税
稽通〔2018〕5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

《税务检查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
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潘科、褚利川等人，自2018年
5月10日起对你（单位）2016年4月28日至2017年12月31日

期间涉税情况进行检查。
《税务事项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

收管理法》第五十六条规定，请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7
日内向我局提供2016年4月28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的
账簿、会计凭证及其他纳税资料。逾期不提供，将按《中华人民共
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处理。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稽查局

2018年7月3日
联系人：潘科、褚利川；联系电话：0898-66792163；联系地

址：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8601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稽查局公告
琼税稽告〔2018〕4号

关于营运车辆到期强制报废
办理注销登记的通知

经营者：洪光海 冼开霖 张春
车牌号：琼A23598 琼A19388 琼A20351
洪光海、冼开霖、张春等经营我司的营运车辆琼A23598、琼

A19388、琼A20351分别于2018年4月31日，2016年12月31
日，2017年6月15日经营期已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及公司《安全管理规定》的
管理办法，该注册登记的营运车辆已达到国家规定的强制报废
标准。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琼A23598、琼
A19388、琼A20351等车辆必须到车辆报废厂报废并注销登记，
并将报废相关资料送公司存档；或将营运车辆过户到其他单位
名下。否则，公司不予办理2016年及2017年油补手续，并取消
下一轮的经营资格。凡是不按规定报废，擅自进行营运的，发生
安全事故，一切责任由责任经营者承担。

特此通知
海南高速公路旅游运输有限公司

2018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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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讯（记者尤梦
瑜 实习生乔敏瑞）原创音乐剧《更路
传奇》今晚在省歌舞剧院上演，此次演
出是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
年优秀剧目展演活动之一。该剧以扣
人心弦的情节、动人的音乐旋律传播
海南更路簿文化，引来观众热烈反响。

《更路传奇》以海南国家级非遗
代表性项目“南海航道更路经”为题
材，融合歌唱、舞蹈等手段，通过音乐
剧的艺术形式，展示了海南的历史和
人文风采。全剧有序幕“圈地界海”、
第一幕“更路遇难”、第二幕“荒岛求
生”、第三幕“更路情缘”、第四幕“更路
之争”和尾声“回归南海”六部分，讲述
明代中后期一对渔家青年男女阿茂、
阿花在老船长带领下在南海远航捕鱼
过程中完善更路簿的艰辛历程。

舞台上，变幻的灯光营造出远航
南海的风云莫测，在“迎风而展”的风
帆下，演员们引吭高歌，用轻快明朗、
悠缓低沉的唱段，在舞台上还原渔获
丰收、航海遇难等跌宕起伏的情景。
在“更路情缘”中，演员们还带来了颇
具异域特色的东南亚歌舞。

音乐方面，主创人员融入了儋州
调声、临高哩哩美和琼剧等元素，让
该剧在音乐、舞蹈、舞美等多方面体

现海南特色。主创人员通过深入采
风，为全剧注入海南文化元素。演出
还通过光影投射出具有南国风情的
自然景观，烘托整体氛围。全剧时而
舒缓，时而紧凑，让观众感受到了历
史上海南渔民用生命与智慧创作和
守护更路簿的艰辛。

据悉，该剧是我省第四个国家艺
术基金立项资助项目，全剧主要角色
及群众演员均由海南本土演员和三
亚学院、海南大学学生担任。

该剧总策划、三亚学院教授张巨
斌说：“我们期待通过这部音乐剧的
巡回演出，培育本地音乐剧观众群
体，为海南文化艺术和旅游演艺的发
展添砖加瓦。”

《更路传奇》于2016年6月完成
第一版剧本，同年12月完成第二版
剧本并成功申报2017年度国家艺术
基金。今年5月至6月，该剧在三亚
及博鳌演出，引来观众热烈反响。

“下一步，我们会根据大家的反
馈意见对作品精益求精，力图以这部
作品展示海南渔民耕拓南海的勤劳
智慧和家国情怀，展示海南作为‘一
带一路’重要支点的文化底蕴，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张巨斌说，下半
年，该剧还将在省内巡演。

原创音乐剧《更路传奇》海口上演

《更路传奇》海口演出剧照。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2018年海南省足协杯比赛6月
30日开踢，揭幕战中，新军鼎力飞虎
陵水队6：1大胜海南足坛劲旅红色战
车队，显示了强劲的实力。这是海南
第二次举办省足协杯赛，省足协秘书
长曾繁超说，省足协杯赛影响力正在
渐渐增大，吸引了多名省外高水平业
余球员参赛和前国字号球员执教。

省足协杯赛目前正在新建成的
省足协裕东足球基地举行，该基地目
前建成了两块标准草坪球场。经过
一个月来的浇水、锄草和压平，绿油
油的球场很平整，球员在这样的草坪
上比赛，更加有利于技战术的发挥。
鼎力飞虎陵水队前锋小蔡说，在海南
踢了十几年业余足球，我还是第一次
在如此平整、舒适的草坪球场上比
赛，真有点在大球场上的感觉。

比赛也越来越规范，省足协为球
队设定了参赛门槛，报名参赛的8支
球队都在我省民政部门注册。还有
一些俱乐部有意参赛，但由于没在省
民政部门注册，省足协只能拒绝。曾
繁超说，随着省足协杯赛影响力的扩
大，相信明年会有更多业余足球俱乐
部符合比赛规定。比赛参照中国足
协杯赛规则，允许非本省籍球员参
加。正是这个规则，让省足协杯赛竞

争越来越激烈，三亚队、陵水队都聘
请了省外球员，其中陵水队还从大连
请来了4名高水平业余球员，这使得
参赛的8支球队水平超过了往届，其
中鼎力飞虎陵水队、三亚队、红色战
车队、万宁队和儋州队实力最强，冠
军很可能在他们当中产生，而获得海
南省足协杯冠军的球队，将代表海南
参加中国足协杯赛资格赛。

（本报海口7月2日讯）

本报讯 （记者王黎刚）2017—
2018年度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
高中男子组总决赛近日在吉林延边
落幕，海南中学队获得第6名。中国
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队夺得冠军，郑州
市第九中学队获得亚军。这是我省

中学生足球队在全国青少年校园足
球联赛高中男子组比赛中取得的最
好名次。

本届比赛分西北、西南、东北、东
南四个赛区，每个赛区的前4名获得
参加全国总决赛的资格。海南中学

队和海口灵山中学队分别赢得东南
赛区的冠军和第4名，取得了总决赛
入场券。

总决赛共有16支球队参加，海
南中学队和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队、
深圳市沙井中学队、内蒙古达拉特旗

中学队同组。结果，海南中学队以小
组第二名的成绩挺进8强，海口灵山
中学队无缘8强。在四分之一淘汰
赛中，海南中学队以0：2负于成都棠
湖外国语学校队，获得第6名，海口
灵山中学队名列第10。

省足协杯比赛缘何影响力大增？

海南中学获全国校园足球联赛第6名

“时代楷模”李保国
事迹被搬上银幕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记者白瀛）电影《李
保国》将于7月下旬在全国上映。影片根据全国
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全国优秀教师李保国的
事迹改编，由林永健、颜丹晨、尤勇、吴军、巍子、高
明等主演。

李保国生前是河北农业大学教授，把太行山
区生态治理和群众脱贫奔小康作为自己的毕生追
求，坚持30年扎进太行山，用科技力量帮助百姓
脱贫致富，创建了一套完整的山区生态开发模式，
探索出了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同步提升的扶贫新
路，赢得了山区人民的爱戴。

李保国2016年 4月去世后，先后被中宣部
追授为“时代楷模”称号，被中组部追授为“全国
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被教育部追授为“全国优
秀教师”荣誉称号，被中国科协追授为“全国杰
出科技人才”称号，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国务院扶贫办追授为“全国脱贫攻坚模范”荣誉
称号。

2日在京举行的电影《李保国》首映式上，导
演赵琦介绍，摄制组被李保国的精神所感染，在拍
摄中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每天的通告单上都有八
个大字：“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李保国精神’适用于各行各业，电影《李保
国》最高的艺术价值便是传承‘李保国精神’。新
时代的英模电影理应有看点、有传承。”赵琦说。

原创民族舞剧《天路》
颂扬天路精神

据新华社电（记者张漫子）为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青藏铁路建成通车12周年，以改革开放重
点工程“青藏铁路”为创作背景的民族舞剧《天路》6
月30日在国家大剧院首演。浓郁的民族风格、情感
充沛的肢体语言、兼具历史感与现实感的舞台视觉
呈现，带领观众走近筑路岁月与天路情缘。

舞剧以藏族同胞视角，讲述了青藏铁路二期
工程修建过程中，不畏艰险开拓西藏“天路”的铁
道兵筑路人与纯洁质朴的藏族同胞心手相连的动
人故事。舞剧通过对汉藏军民的细致刻画，彰显
出民族团结、军民一心的内涵。

几代青藏铁路的建设者虽身处不同时代，却
怀有同样的梦想，他们用年轻的身躯和钢铁的意
志去铺设这条充满希望的“天路”。国家大剧院副
院长赵铁春说，这种勇往直前、执着坚守的精神，
使青藏铁路得以全线贯通，千万西藏人民命运得
以改变。国家大剧院原创舞剧《天路》以舞蹈这种
兼具直观性和动态性的艺术形式，诠释了淳朴真
挚的天路情缘。

国际马头琴艺术节
在乌兰巴托开幕
中国、蒙古国等9国选手参赛

据新华社电（记者阿斯钢）为期
一周的第六届国际马头琴艺术节6月
30日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开幕。
来自蒙古国、中国、日本、俄罗斯、韩
国、德国等9国的300多名马头琴选
手分业余组和专业组进行比赛。

为让更多人了解作为世界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马头琴，2008年以来，世
界马头琴联盟和乌兰巴托市文艺局每
两年举办一届国际马头琴艺术节。

主办方说，本届艺术节活动包括
业余组和专业组马头琴演奏比赛、马
头琴制作艺术交流、著名马头琴艺术
家专场音乐会、马头琴艺术学术研讨
会等。颁奖典礼和闭幕式将于7月5
日在乌兰巴托市苏赫巴托广场举行。

马头琴是蒙古民族的传统弓弦乐
器，经过上千年发展，马头琴已成为蒙
古高原游牧文化的代表之一。2003
年，马头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
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专题 值班主任：朱和春 主编：罗清锐 美编：陈海冰

7月1日上午，海南省银行业2018
年度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活动启动仪式
在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营业部举行。本
次活动旨在通过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帮
助银行业消费者增强金融素养以及金融
安全意识，构建和谐金融关系，促进金融
业稳定发展。

按照中国银行业协会的部署，今年
海南继续举办2018年度省银行业普及
金融知识万里行活动。此次活动时间为
7月-9月,为期3个月，每月一个主题。

7月为“支付安全宣传月”，8月为“防范
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月”，9月为“青少年
金融知识普及教育宣传月”。

海南省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兼秘
书长何俊骅表示，为了做好今年的“普及金
融知识万里行活动”，海南省银行业协会要
求辖区会员单位认真准备，积极开展，务求
实效。一是积极筹备，全面部署。各会员

单位要认真组织，制定本单位整体活动细
则，创新丰富宣传形式，指定专人负责，统
一协调沟通，把握活动进度。二是强化宣
传，绿色为主。各会员单位要加大宣传力
度，创新宣传渠道，拓宽宣传思路。三是建
立机制，落实推动。各会员单位要加强督
导检查，制定活动效果检查计划和评估机
制，定期巡查本单位下属分支机构活动开

展情况，督导相关机构及人员按照活动要
求开展各阶段活动，避免活动流于形式，确
保活动的实际效果。四是总结成果，推广
经验。各会员单位要总结“普及金融知识
万里行”活动开展情况，积累并推广先进经
验。

作为本次启动仪式的承办单位，交通
银行海南省分行副行长李晓平表示，交通

银行海南省分行长期致力于服务大众、服
务客户、服务企业，为海南省经济发展，为
企业和广大居民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积极履行普及金融知识的社会责任和义
务，推进金融知识普及工作常态化、规范
化，共同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据了解，银行业普及金融知识万里
行活动到今年已经是第8年了，通过持

续开展普及金融知识行的活动，引导银
行业会员单位及广大从业人员，不断提
高对金融知识宣传普及工作的重视程
度，从而更好地引导民众懂金融、用金
融、爱金融，努力预防金融消费者上当受
骗，有效形成全行业共同参与宣传普及
金融知识的良好氛围。

此次启动仪式由海南省银行业协会主
办，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承办，来自海南银
监局、海南省银行业协会及海南省内各家
银行业金融机构代表近百人出席了活动。

海南省银行业2018年度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