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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对临高颐和城镇地产有限公司债权转让竞价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
司”）拟通过公开竞价转让方式向境内外投资者转让我司持有的临高
颐和城镇地产有限公司债权，本次债权竞价转让采用连续竞价方式。

截至2018年8月31日，本次处置债权总额为36,027,446.67
元，其中债权本金35,000,000.00元，应收利息1,027,446.67元。

2018年8月31日之后产生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以及
与不良贷款债权相关的从权利亦在本次处置范围内。上述债权金

额由我司根据相关债权协议约定计算所得，仅供参考，不构成我司
对债权最终回收金额的承诺,最终的债权金额以司法裁定为准。
债权具体情况及相关情况请投资者登录我司对外网站查询（http:
//www.gwamcc.com）或与我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一、处置方式：竞价转让
二、付款方式：一次性或分期付款
三、竞价日程安排

预定工作时间
2018年9月11日
2018年9月11日-2018年9月19日
2018年9月19日下午4:00前

2018年9月20日上午9:30

工作流程安排
在长城公司对外网站(http://www.gwamcc.com)和《海南日报》发布竞价转让公告
接收竞买人业务咨询、进行竞买人资格审查、领取竞买文件、办理竞买手续、缴纳保证金、查阅文件资料
缴纳竞价保证金500万元
在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副楼14楼我司会议室举办竞价会、提交竞价书、签署竞价成交
确认书及资产转让协议

注：该时间表为我司初步拟定，若有变动，另行通知。
四、公告期限：2018年9月11日起至2018年9月19日。公

告期内，我司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的咨询和办理竞价登记手续等
相关事项。

五、其他事项
本公告不构成出售上述债权的承诺。投资者可根据我司提供

的相关资料出价购买上述资产，在双方签署《资产转让协议》之前，
我司不对任何潜在的、已注册或我司给予竞价资格的投资者承担
任何责任。

我司欢迎有意向的境内外投资者前来咨询、洽谈（国家公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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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所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
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六、联系人、联系方式
与本次竞价有关的所有沟通函件，均以书面形式直接交付我

司，竞价规则另有规定的除外。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赵女士、张女士
联系电话：0898-36686291、0898-36687631
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898-36686283
传真：0898-36686281
通讯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副楼14楼

9015室
邮政编码：570203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

资料为准。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18年9月11日

海安长城实业有限公司2018年 8月19日 9:30分在海口星海湾豪生大酒店阿拉斯

加会议室召开了临时股东会，股东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

定（三）》第十七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

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

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作出了股

东会决议，解除了本公司股东李景欣的股东资格，该股东会决议已生效，现李景欣已不

是海安长城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

特此公告！

公 告

海安长城实业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日

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2018）琼9701拍1号

经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并委托，
由我司对下列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海南省洋浦经
济开发区深圳科技工业园区的洋浦房地产证字第G01274号国有土
地使用权（土地面积：20516.55平方米）。参考价：721万元，竞买保
证金：100万元。现将拍卖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8年9月
28日下午3：30。2、拍卖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公共资源交
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3、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

报之日起至2018年9月27日17：00止。4、报名地点：海口市义龙
西路36号钟山大厦A座3楼。5、缴纳保证金时间：以2018年9月
26日17：00前到账为准。6、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洋浦
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开户行：儋州市洋浦农村信用合作社；账号：
1010 8509 9000 0219。7、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8）琼9701拍1
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纳）。8、标的情况说明：标
的按现状进行拍卖，过户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相关税、费由买受
人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0898-66533938；18689521478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28822729

相信在海南喝过矿泉水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么一句广告
语：一饮椰树矿泉水，方知海南人寿长。在海南饮用椰树牌火
山岩矿泉水的人很多，椰树牌几乎已经成为了海南家喻户晓
的品牌，大街小巷售卖的随处可见，俨然已成为海南的一道独
特风景线。笔者自己平时饮用矿泉水时也是优选椰树牌火山
岩矿泉水。炎热天气，除了空调、WIFI、西瓜，自然少不了一瓶
水质天然甘甜的椰树牌火山岩矿泉水。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众多的矿泉水，独爱椰树牌火山岩
矿泉水？

一个品牌的打造和持久屹立不倒，自然有它多年坚持
的秉性，而让笔者产生信赖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它的水质。

椰树牌火山岩矿泉水，是椰树集团旗下的一个矿泉水饮

料产品，水源取自世界长寿之乡海南岛澄迈马鞍岭火山岩深
层水脉，厂址坐落于国家原始森林、火山地质保护带范围内，
水龄超过一万年，经地下贝壳层净化、沙砾层净化、细沙层净
化、火山岩层净化，多层万年自然循环净化，富含多种有益于
人体健康的微量元素。

马鞍岭火山岩深层水质天然甘甜，喝过椰树牌火山岩矿
泉水的人都知道，这水的口感那是真真好，水质天然甘甜。

椰树集团对于火山岩矿泉水的生产也是非常的注重哦，采
用国际先进设备和严格的检验措施，生产出来的每瓶矿泉水品
质都达到国宴的水准，被誉为“国水”和“水中真贵族”的称号。

炎热天气，燥热难耐，话不多说，人手一瓶冰冻椰树牌火
山岩矿泉水喝起，那个沁爽，笔者给一百分。

炎热天气，除了空调、WIFI、西瓜，还有它不能错过

■ 新华社记者 高山 檀易晓
朱莉亚·皮尔庞特

精卫，中国上古神话“精卫填海”
中的炎帝之女；莫阿娜，迪士尼动画片
《海洋奇缘》中的酋长之女。两者并
提，似乎颇有些“关公战秦琼”的味道。

这两个具有艺术魅力的“公主”，
都在与海洋相关的故事中展现了打动
人心的力量，也在中美两国动画专家
的讨论中掀起头脑风暴。

善于讲故事的迪士尼已经通过
《海洋奇缘》把莫阿娜介绍给世界，中
国动画界又该如何把经典故事中的精
卫推向国际舞台？该如何以国际化的
语言来展现精卫百折不回的毅力和坚
定的意志？

这是目前在美国洛杉矶参加2018

年“中国动画专业创作人员培训项目”
的中美动画人士所探讨的课堂话题之
一。这一培训项目经国家外国专家局
批准，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从2015年
起开始组织，如今已经是第三期，每期
三周时间。

本期培训从8月26日开始，美国
迪士尼公司为中国动画人才的培训精
心设计了课程，并安排中方人士深入
参观迪士尼电视动画工作室以及迪士
尼频道。20多位中国动画管理、创
作、运营人才既向迪士尼的顶尖动画
专家们“取经”，又和他们深入交流，思
想碰撞。《精卫填海》正是参加培训的
央视动画有限公司人员所带来的《中
国神话故事》系列动画片策划案中的
一个故事。

央视动画有限公司首席运营总监

方凌以“干货满满”来形容此次培训。
他介绍说，参加此次培训的都是国内
一线动画专业人士，美方专家的专业
化程度以及课程的针对性给大家留下
了深刻印象。

方凌表示，迪士尼专家有丰富的动
画制作经验和深厚的理论功底，中方人
士也都努力在有限的时间内尽量多汲
取好莱坞动画的精髓。“此次带来《中国
神话故事》的策划案，请迪士尼专家帮
助分析，共同掀起头脑风暴，就是希望
通过把中国经验与好莱坞经验结合，更
好地用国际化表达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动漫企业熊小米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创始人于胜军已经是第二次参加
培训。“中国动画走向世界需要掌握国际
化的叙事方法和表达，才能让世界更容
易接受和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于

胜军说，他把上一期学到的经验用到动
画片《熊小米》的制作中，结果《熊小米》
国际市场发行取得不错的成果。

参加授课的迪士尼公司创意总监
马克·汉德勒对中国学员非常赞赏。
他说：“这是中美两国动画界交流和互
相学习的机会，中国的行业人才更多
了解迪士尼和美国动画界的运作，我
们也更多了解中国动画的发展现状。”

他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有很
多优秀文化资源可以与世界分享”，迪
士尼希望与中国动画界互相取长补
短，一同成长。

迪士尼动画片《长发公主》制作人
克里斯·索南伯格称赞中国学员们的
认真态度。“他们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
对动画人物角色塑造的看法和故事主
线的发展设计思路，都体现出他们的

高水平和深入思考。”索南伯格表示期
待迪士尼与中国动画界能有更多交流
合作，创作出优秀的跨文化作品。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宣传司文艺处
处长刘晓东说，“中国动画专业创作人
员培训项目”成果丰硕，既可使中国动
画人才开阔眼界，提高水平，提升讲好
中国故事的能力，也为中外动画同行
加强交流、增进合作提供了机会。

刘晓东表示欢迎中外动画同行围
绕中国主题加大合拍合作力度。“中国
动画将秉持开放、创新的精神，通过合
拍、交易、培训等多种方式加强与国外
同行的交流，同时中国动画将通过挖
掘中国文化经典，运用国际表达的方
式，力争更好地将中华文化的魅力和
神韵展现给世界。”

（新华社洛杉矶9月9日电）

中美专业人士“迪士尼课堂”共掀头脑风暴——

如何用动画讲好中国故事？

北京2017年度
最佳演艺评选揭晓
《红色娘子军》《茶馆》等获奖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记者白瀛）北京
2017年度最佳演艺评选9日晚在京揭晓。中央芭
蕾舞团的《红色娘子军》、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马
兰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茶馆》、上海京剧院的
《曹操与杨修》获评北京2017年度演艺成就作品。

评选活动由2018中国（北京）演艺博览会主
办，共有话剧、戏曲、歌剧、舞剧、音乐剧、儿童剧、音
乐会、演唱会等34个项目、41部作品或团队入选。

北京京剧院的《大宅门》获评年度最佳新创戏
曲，北京央华的《新原野》和北演公司的《广陵散》获
评年度最佳新创话剧，中国歌剧舞剧院的《李白》获
评年度最佳新创舞剧，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中国
故事之成语魔方四》获评年度最佳新创儿童剧。

香港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的《霸王别姬》获评
年度最佳小剧场戏曲，国家话剧院的《罗刹国》获
评年度最佳小剧场话剧，北京保利的《洗衣服》中
文版获评年度最佳小剧场音乐剧，“赵梁ART”的
《幻茶谜经》获评年度最佳小剧场舞剧，国家大剧
院的《阿凡提》获评年度最佳小剧场儿童剧。

据新华社电 （张易萌）第
75届威尼斯电影节8日闭幕，墨
西哥导演阿方索·卡隆执导的影
片《罗马》获得最佳影片金狮
奖。中国导演万玛才旦执导的
《撞死了一只羊》获得地平线单
元最佳剧本奖。

《罗马》是一部数字黑白影
像故事片。故事基于导演的回
忆，透过一个在中产家庭工作的
保姆的视角，展现上世纪七十年
代墨西哥的社会变迁。卡隆曾
凭借《地心引力》夺得第86届奥
斯卡最佳导演奖，也是首位赢得
该奖的拉美导演。

获得最佳导演奖银狮奖的
是执导《希斯特斯兄弟》的法国
导演雅克·奥迪亚尔；希腊导演
约戈斯·兰西莫斯执导的《宠儿》
获得银狮奖评委会大奖；美国演
员威廉·达福凭借在《永恒之门》

中的表现获得最佳男演员奖；最
佳女演员奖则被电影《宠儿》的
女主角、英国演员奥利维娅·科
尔曼获得。

由澳大利亚女导演珍妮弗·
肯特执导的《夜莺》获得评委会
特别奖；美国科恩兄弟执导的
《巴斯特民谣》获得最佳剧本奖。

今年是威尼斯电影节VR
（虚拟现实）电影竞赛单元开
办的第二个年头，由法国和美
国合拍的《球体》获得最佳VR
影片奖。

电影节还授予英国女演员
瓦妮莎·雷德格瑞夫和加拿大导
演大卫·柯南伯格终身成就金狮
奖，同时授予张艺谋“积家电影
人荣誉奖”。

本届威尼斯电影节8月29
日开幕，共有21部电影角逐金
狮奖。

中国杂技
《炫——集体草帽》
俄罗斯摘银

据新华社莫斯科9月9日电（记
者李奥）“偶像－2018”国际马戏艺术
节奖项评选结果9日在莫斯科国家
大马戏剧院揭晓，来自山东省杂技团
的《炫——集体草帽》摘得银奖。

《炫——集体草帽》是当晚表演的
最后一个节目。在上千名观众的注视
下，山东省杂技团的演员们顺利完成
站肩动作，熟练地抛出和接回草帽，赢
得了观众们的阵阵掌声。

据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国际艺
术节负责人高岳介绍，“偶像”国际马
戏艺术节今年共收到400多个节目的
参赛申请，但仅有24个节目入选。《炫
——集体草帽》接下来还将在莫斯科
国家大马戏剧院表演一周。

“偶像”国际马戏艺术节2013年
首次举办，现已成为世界知名马戏艺
术节暨马戏文化论坛之一。今年共有
俄罗斯、中国、美国、阿根廷和朝鲜等
13个国家和地区近百名演员参加。

2018年度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亮相央视教师节特别节目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记者白瀛）《春华
秋实——2018年教师节特别节目》10日教师节
当晚在央视综艺频道推出。节目邀请了教育部公
布的10位2018年度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现场分享
教学体验，蔡明、沙宝亮、刘谦、雷佳、苗苗等用文
艺演出弘扬尊师重教传统。

据节目组介绍，节目还以现场采访配以人物
视频的方式，邀请清华大学93岁教授张礼、河南
牺牲教师李芳的女儿代雨辰用亲身经历展现当代
人民教师的职业操守。

节目中，吴磊、吴昕演唱的《栀子花开》《匆匆
那年》、雷佳演唱的《无名花》、腾格尔演唱的《思
念》、蔡明演唱的《隐形的翅膀》、沙宝亮演唱的《记
得你的模样》、刘谦表演的魔术等节目，为广大教
育工作者送上真挚祝福；电影《芳华》女主演苗苗
以舞蹈展现了青年一代不忘师恩的传统美德。

此外，节目还打破传统主持人的串场方式，利
用四幕音乐短剧串联，主题分别为“老师您好”“师
之印象”“园丁四季”“节日惊喜”。

百集系列纪录片
《小楼春秋》开播

据新华社天津9月10日电（记
者周润健）百集电视系列纪录片《小楼
春秋》10日起在天津卫视开播。100
栋历史风貌建筑将在这部纪录片中陆
续“开口说话”，为观众讲述发生在近
代天津的一个个传奇故事。

该系列纪录片摒弃了长篇论述方
式，首季45集，每天1集，每集8分钟，
兼具知识性、趣味性和历史性。

该项目2015年启动以来，摄制组
经过大量实地调研，前后历时3年，从
天津上千座独具特色的历史风貌建筑
中，最终筛选出百幢小楼制作成片。

关注威尼斯电影节

第75届威尼斯电影节落幕

墨西哥影片《罗马》夺得金狮奖

主竞赛单元

金狮奖最佳影片奖：阿方索·卡隆《罗马》
银狮评委会大奖：欧格斯·兰斯莫斯

《宠儿》
最佳剧本奖：乔·科恩、伊桑·科恩《巴

斯特·斯克鲁格斯的歌谣》
银狮最佳导演奖：雅克·欧迪亚《希斯

特斯兄弟》
最佳男演员奖：威廉·达福《永恒之门》
最佳女演员奖：奥利维娅·科尔曼《宠儿》
评审团特别奖：珍妮弗·肯特《夜莺》
新晋演员奖：贝卡利·加纳巴尔《夜莺》
最佳处女作奖：苏迪德·卡丹《我失去

影子的那天》

地平线单元

最佳影片：普蒂邦·阿朗潘《蝠鲼》
最佳编剧：万玛才旦《撞死了一只羊》
最佳导演：埃米尔·拜加津《兄弟之河》
最佳男演员：卡伊斯·纳塞夫《特拉维

夫之火》
最佳女演员：麦格萝·阿翠思《众人惊

讶之人》
评委会特别奖：马赫穆德·法吉尔·寇

斯坎《通告》

奥利维娅·科尔曼展示奖杯。

威廉·达福展示奖杯。

本栏照片均由新华社发

海南第二所“影视小屋”
落户昌江矿区中学

本报石碌9月10日电（记者曾毓慧 通讯员
李德乾 何顺彪）9月10日下午，由中国文学艺术
基金会资助，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等单位主办的

“影视小屋”在昌江黎族自治县矿区中学揭牌，该
校同时获赠一批拍摄器材、电视作品光碟和电视
艺术书籍等。今后，有关部门将选派电视节目主
持人或影视编导到该校开展公益支教活动。

10日下午，在该校开展的“影视小屋”艺术课
堂，邀请到央视综艺频道节目主持人周宇到场为

“影视小屋”兴趣培训班授课，以此鼓励学员们追
求影视艺术梦想。据介绍，按照规划，今后，省文
联、省影视协、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海口广播电视
台等单位将组织优秀节目主持人、编导到该校授
课，为学员们进行专业点评和艺术指导。

2018年1月5日，海南第一所“影视小屋”落
户文昌中学，此次在昌江矿区中学揭牌的“影视小
屋”是海南第二所。

阿方索·卡隆展示金狮奖奖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