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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国家开放大学国家开放大学（（海南海南））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海南广播电视大学

学知识学知识 强素质强素质 拿文凭拿文凭 交朋友交朋友
海南公立成人高校，成人专科、本科学历教育优
选，免成人高考入学，颁发国家承认学历毕业证
书，教育部电子注册，符合学位条件的授予证书

1.开放教育类别：开设专业：文史类、财经类、理工类、
旅游类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9月13日
2.海南省总工会和海南省教育厅主办，海南广播电视大
学承办的“农民工求学圆梦行动”（含开放教育和自学考
试两种模式）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8月10日

校总部咨询电话：65699668、65655998、66115373
地方学院咨询电话：文昌学院63299166，琼海学院62819613，

三亚学院88214928，屯昌学院67831937，
东方学院25583266，五指山学院86623720
儋州学院13036039878，

校总部报名地点：海口市海甸二西路20号海南电大一楼
招生接待中心 http://www.ouchn.edu.cn/

项
目
类
别

致御海·珊瑚宫殿项目东楼、西楼1041户业主：
御海·珊瑚宫殿为我司开发的高端住宅项目，前期为回馈业

主，御海·珊瑚宫殿项目全部配套停车位供全体业主免费使用已
达五年。为收回我司项目投资成本，现向全体业主邀约长期租赁
本司所有的御海·珊瑚宫殿地下118个车位，具体公告如下：

一、邀约可承租业主范围：御海·珊瑚宫殿东楼、西楼共计
1041户业主，每户业主均有一次抽签资格，抽中后可签约承租
一个御海·珊瑚宫殿项目地下车位。

二、车位租期：63.5年（2018年10月27日起---2082年4月
27日止），详见《车位租赁合同》。

三、车位租金：每个车位63.5年租金228600元。
四、承租流程：在本次车位租赁事项需经过公告、资格确认、

抽签、签约、车位交付使用五个流程。
（一）资格确认：2018年9月20日至2018年9 月26日为资

格确认期。业主本人或业主委托代理人需携带下列相关证件，
到御海·珊瑚宫殿大堂原301惠民诊室办理抽签资格证。抽签
资格证发放按从小到大的编号进行排列。业主需携带资料如
下：1.自然人业主：业主房产证原件（或者购房合同原件）及复印
件、业主身份证或户口本原件（出示）及复印件各一份。2.法人业

主：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介绍信或公证授
权委托书、业主房产证原件（或购房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代
理人身份证原件（出示）及复印件各一份。3.授权委托代理人：授
权委托代理人需携带经公证过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复印件、业
主房产证原件（或购房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受托人身份证原件
（出示）及复印件各一份。

（二）抽签、签约：2018年9月28日上午御海·珊瑚宫殿项目地
下车位出租抽签及签约在清水湾假日酒店一层宴会厅进行。业
主或业主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及车位出租抽签资格证入场，
当日9:00--9:30为签到时间。我司工作人员及公证员将在10
点开始组织在场业主或业主委托代理人，凭车位出租抽签资格证
从小到大的编号进行抽签，先抽中的业主优先选择车位。并当场
签署《车位租赁合同》及《车位物业管理合同》。

（三）出租车位交付：《车位租赁合同》签订后，业主缴纳完成
全部车位租金后五个工作日内，业主凭车位出租合同及缴纳租金
发票和车位管理费收据到物业公司办理车位移交。

特此通知。
海南陵水御海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二○一八年九月三日

御海··珊瑚宫殿地下车位出租邀约公告

受委托，于2018年9月11日10时在本司拍卖位于海口市
琼山区甲子镇长昌墟农贸市场旁原农行长昌营业所（建筑面积
457.97m2占地面积364.86m2）。竞买保证金：6万元。

展示日期：见报之日至 9月 10日 16时止。
特别说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农行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
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不得参
与竞买。

有意者于2018年9月10日16时前缴纳竞买保证金及办理
竞买手续。

地址：海口市金茂西路15号环海大厦公寓楼二单元15层
15B房 电话：68570895

监督电话：65881985梁小姐、65881812林先生

海南美林拍卖有限公司公告

关于召开三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通知
各位股东：

我司定于2018年9月19日（周三）上午9:00以现场会议的

形式在三亚市解放二路365号三亚农商银行总行九楼会议室召

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本次会议的权益登记日

为2018年9月3日，即截止2018年9月3日登记在册的股东均

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本次会议将审议的议案有《关于修改<

章程>的议案》、《关于2018年年度经营发展战略的议案》、《关于

提名陈东平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审议监事薪酬标

准的议案》、《关于2017-2018年监管检查及整改执行情况的通

报》等。有关本次会议的股东出席要求、议案详细文本、会议投

票方式等会议材料已于2018年 9月3日上传至我行公共信息

披露邮箱：hnb365@126.com.密码：000529，股东也可联系我行

工作人获取。联系人：林彬、孙婧；联系电话：88233647。

三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4日

关于琼海·官塘水院项目修建性
详细规划局部修改的公示

项目建设单位为海南宏城鑫泰置业有限公司，项目位于琼海市长岭
水库东侧，用地面积为425075.53m2。2017年9月22日原琼海市规划建
设局批复琼海·官塘水院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调整），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总建筑面积为250250m2，其中计容总建筑面积为221038.6m2，不计容总
建筑面积为 29211.4m2，容积率≤0.52，建筑密度≤23.7%，绿地率≥
41.6%。建设单位根据琼府〔2017〕76号文件的第三条申请项目调整，拟
将原方案B-11地块的产权式酒店全部调整为酒店，客房数及地上建筑面
积不变（客房504间，地上建筑面积为22579.7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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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个工作
日（9月4日至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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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关于《海口市旧城片区控制
详细规划》的F-01-08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博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危房拆除重建项目用地位于海口市旧城
片区控规F-01-08地块，为提升区域公共医疗服务配套水平，改善
周边居民医疗服务环境，拟对F-01-08地块规划用地指标进行调
整。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
示。1、公示时间：15个工作日（2018年9月4日至9月25日）。2、公
示地点：海口市规划委员会网站（ghw.haikou.gov.cn）。3、公示意
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
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
3053房海口市规划委员会总体规划处，邮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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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724394，联系人：李彩艳。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9月4日

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送达公告
海南大印保税物流有限公司：

我局立案查明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
定为职工侯红娟诉补缴2015年9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
住房公积金，依法向你单位作出《责令限期缴存决定书》（琼
公积金责字〔2018〕2号）:责令你单位自送达之日起30日内
到海南省直住房公积金管理局为侯红娟补缴住房公积金单
位应缴部分5204元。因直接送达等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
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为送达。

如对该决定书不服，可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
海南省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
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不提起行政诉讼，
又拒不执行该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联系人：彭雅娜 ；联系电话：66511037
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
二0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公告
琼税二稽告〔1〕号

洋浦桔济药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460040786640332,法
定代表人: 蔡欣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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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事项通
知书》（琼税二稽通〔2〕号）、（琼税二稽通〔37〕号）、（琼税二稽通
〔38〕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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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六条和第五十九条规定；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务机构改革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2018年第32号）、《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关于
税务机构改革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公
告2018年第12号）第一条规定；《税务稽查工作规程》国税发
[2009]157号第四十一条规定。

1、自2018年8月15日起，原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七稽查
局（原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第三稽查局）税务稽查事项由国家税务
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二稽查局承继办理。2、我局对你公司涉税
事项检查期间由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变更为
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检查人员由刘昌、刘锋、
麦平昌、麦茂琼变更为魏家琪、刘昌、周杨凤。3、检查人员在检
查中发现你公司存在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行为,在
我局作出税务处理及处罚决定之前，请你公司积极履行举证义
务, 限你公司收到本通知书后7日内，向我局提供有关证据材
料。你公司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逾期不进行陈述、申辩
的，视同放弃权利，我局将按有关规定作出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刘昌、魏家琪、周杨凤；联系电话：0898-66969516
联系地址：海口市城西路22号706室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2018年9月3日

中标公示
工程名称：联投·海棠韵洋房软装采购与安装工程采购招标
招标人：三亚联投海棠置业有限公司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第一中标候选人：武汉容大家具配套有限公司
中标价格：14356660.00元
第二中标候选人：广州市至盛冠美家具有限公司
中标价格：14,828,560元
第三中标候选人：北京世纪京泰家具有限公司
中标价格：14202652.00元
开标时间：2018年9月1日15:30:00
此中标公示期为3日，若对上述公示有异议，可到招标人处（联

系人：朱先生，电话：027-84238888）进行质疑。
招标人：三亚联投海棠置业有限公司

2018年9月4日

公 告
蒋薇、赵程頔、刘昱巍同志：

因你们连续旷工，其中：刘昱巍（4306021989****3517）自
2017年11月1日起至今；蒋薇（4600071981****0027）自2018
年1月19日起至今；赵程頔（4301021988****0511）自2018年5
月1日起至今。经单位多种方式与你们本人或家属联系，你们始
终未返回单位。已严重违反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有关规
定和单位的规章制度，单位现以登报的方式郑重通知你们：

1.限你们在本公告见报后15天内到海口车务段人劳科报
到，向组织说明旷工原委，接受组织的处理。

2.如不在本公告限定的时间内到海口车务段人劳科报到，单
位则依法与你们解除劳动合同。

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车务段
2018年9月4日

海南融商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8年9月11日上午10时在海南君华海逸酒店

二楼VIP厅按现状公开拍卖以下标的：海口市琼山区凤翔路佳宝花
园A栋 207（建筑面积 171.63m2）、707（建筑面积 171.63m2）、1507
（建 筑 面 积 171.63m2）及 第 一 层 、第 二 层 商 铺（建 筑 面 积
1407.52m2）。参考价分别为：8100元/m2、8700元/m2、9300元/m2、
16000元/m2。其中住宅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50万元/套，商铺保证
金为人民币500万元，整体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600万元。

本次拍卖采用整体优先的方式，若整体无人竞买，则按单套拍卖。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拍卖日前一天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9月10日下午17:30前到我公司了解

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竞买人应符合海口市房地产限购政策要求的
条件，竞买保证金以到账为准）。

电话：18689812120 林小姐
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文华路中城广场3栋2D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我局正受理卢华元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东方国

用（八所）字第3145号]土地权属地籍调查事宜。该宗地位于浪

沙路北铁路南，土地面积为335.1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用

地。经实地调查，该宗地四至为：东至汤安发，南至五米路，西至

林海，北至文兰宽。

凡对该宗地权属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及有效证明材料

自通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送至我局地籍岗，逾期未提出

异议，将视为无异议。

东方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9月3日

严肃喜剧成市场赢家，分众趋势促多元探索
——2018年电影暑期档盘点

文昌文化扶贫惠民演出
走进锦山

本报文城9月3日电（记者李佳飞 特约记
者黄良策）以文化之力助推脱贫攻坚工作，9月2
日晚，文昌市2018年文化扶贫惠民演出走进锦山
镇，为该镇父老乡亲送上精彩的文化盛宴。

当晚，锦山镇综合文化站内人头攒动，演出在
恢弘大气的舞蹈《共圆中国梦》的律动中拉开帷
幕。精彩的舞姿、动听的音乐，瞬间吸引了现场观
众的目光。随后，《你好吗》《大梦中国》《夏威夷之
夜》《翰墨文昌》等歌舞节目及琼剧唱段轮番上演，
悠扬动听、引人入胜的歌曲，动感欢快、热情洋溢
的舞蹈，赢得现场观众热烈掌声。

本次演出由文昌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出版体育
委员会主办，文昌市锦山镇委、镇政府协办，旨在
通过歌舞、小品、宣讲等形式，让基层群众感受到
党和政府惠民政策的温暖。

《我不是药神》《西虹市首
富》《一出好戏》三部“笑中带泪”
的喜剧片成市场宠儿，《巨齿
鲨》《风语咒》《动物世界》《北方
一片苍茫》《邪不压正》等诚意
之作也在市场上各有所获……

2018年电影暑期档，没有
去年《战狼2》《二十二》不断刷
新中国影史票房纪录的绚烂奇
迹，却呈现出更为均衡、多元的
发展态势。这背后，是中国电
影观众的日渐成熟和国产电影
创作者的稳扎稳打。

国家电影专资办9月1日的统计数
据显示，今年6月至8月全国城市影院
票房173.77亿元，同比增长6.2%；其中
国产片票房125.88亿元，占比72.4%，同
比提高6.2个百分点。

票房前10名榜单上，包括7部国产
片和3部进口片。其中，《我不是药神》
以近30.99亿元荣登榜首，《西虹市首
富》以 25.20 亿元、《侏罗纪世界 2》以
16.96亿元位列二三。

第四至十位为《一出好戏》《巨齿鲨》
《蚁人2：黄蜂女现身》《摩天营救》《狄仁
杰之四大天王》《邪不压正》《爱情公寓》。

值得一提的是，和去年暑期档《战狼
2》以55.15亿元一枝独秀、只有3部影片
票房过10亿元相比，今年暑期档票房分
布呈现出较为均衡的态势，且5部影片
票房过10亿元，其中国产片4部。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今年电影暑期
档票房的数据表明，国产电影的市场主
体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中国电影市场
的人口红利仍在释放，中国电影市场也
更加理性、成熟。

喜剧片一直是各大档期的票房
主力，但近年来出现转向，无厘头喜
剧片逐渐失去吸引力，观众追捧的是
笑中带泪、有现实关怀和深度的作
品。今年暑期档，《我不是药神》《西
虹市首富》《一出好戏》三部这类喜剧

片，就包揽了国产片票房三甲。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尹

鸿认为，随着市场的成熟，越来越多
的创作者不再追求纯喜剧电影，而是
将严肃甚至悲剧主题融入喜剧，产生
出更加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

成熟的电影制作团队也是这些
喜剧片获得高票房的重要原因。
《我不是药神》由“黄金搭档”徐峥、
宁浩和新导演文牧野共同打造，
《西虹市首富》是话剧起家的开心
麻花团队第4部电影，《一出好戏》

则是黄渤邀请搭档王宝强、舒淇的
导演处女作。

业内人士指出，国产喜剧片已形
成几个特色鲜明、成熟稳定的创作团
队，他们通过多年来高质量的生产创
作，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票房号召力。

今年的暑期档，国产电影继续
展现了多元化探索，但呈现出分化
的局面。有的电影“大热倒灶”，如
《阿修罗》携奇幻大场面之势，上映
三天突然撤档停映；《爱情公寓》主
打同名电视剧的十年情怀，整体票
房虽算可观，口碑、票房却都持续
走低。

业内人士分析，中国观众愈加理
性，表面炫特效、卖情怀而内在空洞
的作品，很难再靠宣传噱头骗取观
众，而用心讲好故事、塑造人物的作

品才能获得市场认可。
《巨齿鲨》突破以往合拍片瓶

颈，在剧情安排和人物塑造上较为
合理，上映首周夺得全球票房冠军；
动画片《风语咒》以中国式母子亲情
和江湖侠气，呈现出鲜明民族气派，
推动国产动画电影进一步摆脱低幼
化，获得超过1.1亿元票房；《动物世
界》对日本漫画进行了成功本土化
改编，通过封闭空间下的人性实验，
也以近5.1亿元位列国产片票房榜
单第八位。

还有些影片则是叫好难叫座。
国外获奖无数的《北方一片苍茫》呈
现出人性贪婪冷漠的深刻主题，但因
较弱的戏剧结构和冷峻的视听语言，
难被普通观众接受，只获得73万元
票房；姜文的《邪不压正》将家国情仇
融入江湖复仇，但线索繁杂，隐喻过
多，难免曲高和寡，5.8亿元票房与
10亿元预期相去甚远。

尹鸿认为，影片叫好难叫座，反
映出中国电影市场分众化的健康趋
势。“不同的观众会喜欢不同的电影，

这是电影市场规模扩大后的必然现
象。观众对电影有多样化的追求，会
促进电影向多元化的方向探索，有利
于电影产业的蓬勃发展。”

新华社记者 白瀛 魏婧宇
（据新华社电）

“笑中带泪”喜剧成票房赢家

分众趋势促进创作多元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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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举办
中华慈善日文艺晚会

本报海口9月3日讯 （记者郭萃）9月 3日
晚，“慈善我参与·共建文明城”2018年海口市“中
华慈善日”慈善文艺晚会在省歌舞剧院广场举行。

晚会由开场舞《盛世中国》拉开序幕。整场晚
会节目由海口市琼山区政府、海口市各慈善公益
社会团体编排，均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上
演，如快板、广场舞、小品、歌唱等，让晚会持续升
温。其中，现场慈善知识问答互动环节，普及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和《志愿服务条例》。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中华慈善日期间，海口
市还将开展自行车环保骑行、慰问留守儿童、青少
年心理帮扶、特困单亲母亲救助等多项活动。

晚会由海口市民政局指导，海口市琼山区政
府、海口市慈善总会、海口市志愿服务联合会主办。

中央芭蕾舞团舞蹈学校
在京挂牌

据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记者周玮）中央
芭蕾舞团舞蹈学校日前在京挂牌，中央芭蕾舞团
与北京育才学校开启合作办学、协同育人新征程。

中芭团长、中芭舞校校长冯英表示，成立中央
芭蕾舞团舞蹈学校的根本愿望不仅是为中国芭蕾
事业发展需要而培养专业人才，更有一种使命和
责任，希望通过芭蕾教育带动社会美育发展，为社
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综合性人才。

《
一
出
好
戏
》
剧
照

国产片巩固主体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