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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18年8月27日在《海南日报》A07版发布的《琼

海市两宗砖瓦用页岩采矿权挂牌出让公告》，其中一宗

采矿权名称由“琼海市东平农场火箭队（胜利队矿段）粉

砂质泥岩矿采矿权”，变更为“琼海市东平农场建设队

（胜利队矿段）粉砂质泥岩矿采矿权”，其余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琼海市国土资源局
海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

2018年 9月 18日

变 更 公 告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7）琼0106执690号之二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7）琼0106执690号之二
执行裁定书，本院将于2018年10月22日10时至2018年10月
23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第二次公开拍
卖①儋州市那大镇文化北路泰安苑小区临街铺面D24号、②东
方市八所镇解放路南侧万福隆商厦48-49号。

①起拍价：2967336元，竞买保证金：590000元。增价幅
度：20000元。②起拍价：1997424 元，竞买保证金：390000
元。增价幅度：20000元。咨询时间：自2018年10月15日起至
2018年10月19日16时止接受咨询（双休日除外），展示看样时
间：①2018年10月15日上午10至11时、②2018年10月15日
下午3至4时（自行前往看样）。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10月
22日10时前于淘宝网缴纳竞买保证金。特别说明：（1）上述
标的物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费均由买受人自行承担；
（3）房产的交易及过户按海南省政策执行。咨询电话：0898-
66130025（司法技术室）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5436。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2018年9月14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合计

影院编码
46032201
46080301
46040401
46040501
46130301
46030701
46020601
46020701
46020801
46030801
46030901

单位名称
海南省三亚市保利国际影城亚龙湾店
海南省万宁市兴隆国际影城
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越幕影城
海南省琼海市博鳌影城
海南省乐东县中视国际影城黄流店
三亚瑞吉私家影院
海口金逸星海湾影城
海口中视国际影城
海南海口大地影院望海国际店
三亚中视国际影城
三亚中影UL城市影院

新建影院一次性补贴
20
20
20
20
20

100

2017年“先征后返”补贴

4.6
50.4
140.4
31.5
85.8
25.8
338.5

合计
20
20
20
20
20
4.6
50.4
140.4
31.5
85.8
25.8
438.5

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
关于2018年度省级电影专项资金第二批分配方案的公示
根据《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关于印

发<海南省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琼财非税[2015]2086号）及国家电影专资相关政策规定，拟安排
2018年度第二批省级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438.5万元（详见附
表），现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18年9月18日－9月25日。如对
公示内容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厅反映，并提供

相关证明材料及意见提出人的姓名、单位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电话：黄志强，65370960。地址：海口市海府路59

号13楼1324房。
附件：2018年第二批省级电影专项资金分配明细表。

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
2018年9月17日

2018年第二批省级电影专项资金分配明细表 单位：万元

说起椰子，大多数国人都会想到海南，也会想到椰树牌椰
汁。

海南栽种椰子自汉代开始，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凭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的优势，海南成为中国较大
的椰子产地，产量占全国的90%。利用海南丰富的椰子资源
生产植物蛋白饮料，做得这么好喝而广受大众喜爱的，当属
椰树集团。可以说，椰子树是海南一种具有标志性、象征性
意义的果树。椰树集团生产的椰树牌椰汁则是海南一张绚
丽、响亮的名片。

作为一个地道的海南人，在所有饮料当中，笔者喜欢喝
的就是椰树牌椰汁了。小时候常喝椰树牌椰汁，每一次品尝
这种人间至味，那感觉都是那么美妙。

不仅仅是我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也是很喜欢喝椰树牌
椰汁的。几乎每次聚会、派对，大家都独爱椰树椰汁。喝的
时候每每会说上哪句有名的广告语：“椰树牌椰汁，每天一
杯，白白嫩嫩。”记得有一次，有人当场朗诵自己的佳作：

“每天一杯椰树牌，不辞长作海南人。”有几个人随之点赞，
欢叫声哄然而起，场面十分热闹。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喝椰树椰汁呢？笔者私下里有问过朋
友，回答都差不多：好喝！为啥椰树牌椰汁好喝？好在椰树牌
椰汁是用新鲜椰肉榨汁制成的，不加香精、不加色素、不加激
素，不加防腐剂。好在最大程度上保留鲜椰肉的营养成份，营
养均衡，原汁原味。如果不是这么好，能够荣登国宴，能够
保持这么多年卖得那么好？

椰树牌椰汁—海南的名片 交房公告
尊敬的锦地翰城四期业主：

您所购买的锦地翰城四期（1号楼、2号楼、3号楼）已竣工验收
合格并获取《竣工备案证》，具备交房条件。为便于业主收房，自该
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8年10月7日（8：30-17：30）集中办理交房
手续。请各业主按《交房通知书》要求携带相关资料和费用（仅接受
刷储蓄卡）按时前往海口市秀英区白水塘路锦地翰城营销中心办理
房屋交接手续。

特此公告！
各位业主如有疑问，欢迎咨询。
咨询电话：68681111
恭祝各位业主喜迁新居，万事如意！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海口市府城
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站场二纵
路（北段）规划调整公示启事
根据海口市政府批示意见，为解决站场二纵路（北段）修建拆除建筑

量大、征收成本高、征收难度大的问题，拟对府城片区F0104、F0105、
F0201、F0202、F0203、F0204、F0206、F0207八个地块进行规划修
改。为广泛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和建议，现将规划修改方案进行公示。
一、公示时间：15个工作日（2018年9月18日至10月12日）。二、公示地
点：海口市规划委员会网站（ghw.haikou.gov.cn）。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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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南楼3053房海口市规划委员
会总体规划处，邮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请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
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四、咨询电话：68724394，联系人：黄武。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9月18日

本报海口9月17日讯（记者卫
小林）《陈育明琼剧表演艺术集萃》系
列DVD本月由南方出版社出版发
行，这是海南日报记者17日从海口
市群众艺术馆获悉的。

据介绍，该系列DVD目前共推
出4套，每套2张碟片，时长合计480
分钟，主要收录陈育明主演的代表性
琼剧剧目全本或选段。其中，全本剧
目有《红叶题诗》和《海角惊涛》两部，

另外7部剧目收录的均为精彩表演
选段。同时，该系列DVD还配有我
省琼剧界知名人士邢纪元、黄良冬、
李放、钟少彪、符策超、王朴、王仁广、
符实的点评，其出版发行对海南琼剧
艺术的传播将产生积极影响。

陈育明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该系
列DVD还将继续推出古装琼剧《刁
蛮公主》等剧目，以满足琼剧迷的观
赏需求。“虽然我已经退休了，但我是
琼剧非遗国家级项目传承人，把我过
去表演成功的作品用DVD的形式留

给戏迷，也算是我为传承和发扬琼剧
艺术作出的一种贡献吧。”陈育明说。

陈育明是海南著名琼剧表演艺
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琼
剧代表性传承人，其创造的“育明
腔”在琼剧界独树一帜，颇受戏迷好
评。退休后，陈育明广收学生，传道
授业，著书立说，为传播琼剧文化一
直做着积极贡献。

该系列DVD由省琼剧基金会、
海口市群众艺术馆和海口市非遗保
护中心联合推出。

《陈育明琼剧表演艺术集萃》系列DVD出版
已推出代表性剧目9部，后续剧目即将推出

⬅《陈育明琼剧表演艺术集萃》系列DVD碟片

本报三亚9月17日电（记者孙
婧）主题为“美丽三亚，健康瑜伽”的第
二届三亚世界瑜伽交流大会，将于10
月6日至10日在三亚亚龙湾举行。

本届大会将邀请古儒·蓝日川、巴
拉特·布衫、巴特瑞·亚缇等来自逾30

个国家及地区的瑜伽大师参加，力求把
三亚世界瑜伽交流大会办成具有海南
特色的世界著名瑜伽文化交流盛事。

本届大会设置了“大师课程”“静
修之旅”及“瑜乐营”三个系列主题课
程，涵盖阿斯汤加瑜伽、艾扬格瑜伽、

阿育吠陀瑜伽等不同流派。来自印
度、尼泊尔、美国、意大利、越南等国的
瑜伽大师，将为学员提供培训指导。

本届大会将组织4场活动，包括
“瑜乐营”欢迎晚会、开幕式暨天涯海角
沙滩千人瑜伽、中国（海南）国际瑜伽高

峰论坛、闭幕式暨凤凰岛瑜伽之夜。
三亚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当

前三亚正在大力提升旅游服务业转型
升级，这为包括瑜伽在内的健康产业
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三亚将
把该活动持续办下去，进一步营造大

健康产业特别是瑜伽产业在三亚发展
的良好氛围。

本届世界瑜伽交流大会由三亚市
政府主办，省文体厅、省旅游委、省卫
计委指导，三亚市文体局、三亚市旅游
委、三亚市卫计委等承办。

展示瑜伽魅力 交流瑜伽文化
第二届三亚世界瑜伽交流大会将于10月6日至10日举行

本报海口9月17日讯（记者王
黎刚）海南日报记者17日从省文体
厅获悉，2018年国际乒联青少年巡
回赛克罗地亚站比赛 17日凌晨收
拍。在15岁组男子单打决赛中，代
表国家队参赛的海南13岁球手林诗
栋0：3不敌队友陈垣宇，获得亚军。
这也是林诗栋继前一日获得该组别
团体冠军之后，在单项比赛中获得

的最好战绩。
此外，在该组别男子双打比赛

中，林诗栋与队友黄友政以3：0击败
俄罗斯组合，打进男双半决赛。但在
半决赛中，他俩不敌一对中国台北队
组合，最终获得铜牌。

国际乒联青少年巡回赛是国际
乒联一项重要的青少年赛事，2018
年的比赛设突尼斯站、中国站、中国

香港站、意大利站和克罗地亚站，国
内外很多乒乓球高手都在少年时代
参加过这项比赛。

林诗栋是儋州人，8岁开始接受
乒乓球训练，2014年，他跟随海南省
乒乓球队主教练李蒙赴河北省正定
县接受了半年的系统训练。2015年
4月1日，林诗栋正式入选海南省青
少年乒乓球队。在今年8月举行的

海南省运动会乒乓球比赛中，他赢得
了少年组男子团体、乙组男子双打、
乙组男子单打3枚金牌。在今年4月
下旬结束的2018年全国乒乓球锦标
赛（U13组）暨全国少年乒乓球比赛
（南方赛区）男单决赛中，林诗栋以4：
3战胜上海选手史璨诚夺得冠军，从
而被国家乒乓球队教练组列为重点
培养对象。

国际乒联青少年巡回赛克罗地亚站收拍

海南13岁少年国手获单打亚军

■ 新华社记者 王琦 白瀛

9月15日晨，88岁表演艺术家
朱旭走了。17日上午，长长的队伍
静静地排在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外，
送这位敬爱的“老爷子”最后一程。

北京人艺的同事来了，喜爱他的
观众来了，同他切磋京胡、戏曲的朋
友来了。他们表情肃穆，眼噙泪水。

“他们这一辈的大师，演戏有着
一种特殊的韵味。如今，他们一个个
逝去了，可以说是带走了一个时代的
风采。”演员杨立新说。

“去世前一天我去看望，他眼睛
一直闭着，但我临走时他努力做了一
个动作，也是安慰我，让我别难受。”
演员蒋雯丽说。

朱旭最后一次出现在台上是今
年5月。他亲自到上海，坐着轮椅

上台领取由“壹戏剧大赏”颁发的
“中国话剧杰出贡献奖”。捧着这份
大奖，他说：“中国话剧从一诞生，就
和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我希望我们年轻的戏剧工作者们，
也能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始终和国
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老爷子深知中国话剧的家国担
当。”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导演任鸣
说，“他是北京人艺演剧风格的代表，他
的离开，是北京人艺的一大损失。”

“看一个演员，最终要落在其个
人的文学艺术修养上。一个演员要
演好戏，讲究的是戏外功夫。”朱旭曾
这样讲授他的“艺术秘诀”。

“戏里戏外，老爷子都是一位非
常慈爱的父亲。”朱旭的大儿媳妇说。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
（据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戏里戏外皆光彩
——送别表演艺术家朱旭

埃及中国电影展
在开罗开幕

据新华社开罗9月16日电（记
者于涛 汤洁峰）“埃及中国电影展”
16日晚在开罗拉开帷幕。未来5天
将有5部中国影片在开罗和亚历山大
两地同步上映。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董事长焦宏奋
在开幕式上说，即将展映的《狼图腾》
《旋风女队》《绣春刀》和《西游记之大
圣归来》等影片体现了当代中国电影
艺术创作和技术制作水准，反映了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社会发展及百姓的
情感生活，希望通过广泛视角加深埃
及观众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与认知。

埃及文化部秘书长赛义德·密苏
里说，希望通过此次活动了解中国优
秀文化，加强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促进
埃及影视制作行业的发展。

本次电影展由埃及电影基金会、
开罗中国文化中心和中国电影集团公
司共同举办。开幕式上还举行了“中
影集团开罗中国文化中心电影厅”揭
牌仪式。焦宏奋说，希望以此为平台，
实现中国优秀影片即时性、长期性和
定点性放映，为促进中埃电影合作与
交流作出更多贡献。

据新华社洛杉矶 9 月 16 日电
（记者高山）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
发行的科幻电影《铁血战士》本周末上
映后，以三天入账2400万美元登顶北
美周末票房榜。

这部新《铁血战士》是“铁血战士”
系列电影的第四部，此前这个恐怖外
星入侵者形象还曾出现在两部《异形
大战铁血战士》电影中。1987年，由
施瓦辛格主演的老版《铁血战士》是该
系列电影的开山之作。

新《铁血战士》由沙恩·布莱克执
导、波伊德·霍布鲁克等主演，讲述了
人类与再次入侵地球的“铁血战士”的
殊死战斗。虽然制作预算高达8800
万美元，但该片开画首周末票房收入
仍然低于业内预期。

海口举办草根篮球嘉年华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 通讯员高展）2018“广

药晨菲·耀南杯”全明星篮球嘉年华日前在海口举
办，来自“耀南杯”草根篮球赛的24支球队的优秀
球员同场竞技，最终B区全明星队以58：43战胜
A区全明星队，覃泽鹏赢得全场最高分，获得全明
星赛MVP（意即最有价值球员）。汪春快和张焱
分获技巧挑战赛和三分球大赛冠军。

本次嘉年华包括技巧挑战赛、三分球大赛、全
明星正赛三部分。在率先进行的技巧挑战赛中，来
自南邦的汪春快凭借两次精彩表现，以31秒9的
成绩夺得冠军。三分球大赛中，乐盟的张焱精准的
投球技术征服球迷，以13分获得三分球大赛冠军。

“广药晨菲·耀南杯”草根篮球赛已是第三年
举办，今年有24支球队参赛，总计进行了296场
比赛，规模为历年之最。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次比赛的常规赛、季后赛和总决赛都是按照
NBA和CBA赛制进行，在赛中举办这样一场嘉
年华活动，旨在让观众大享篮球眼福。

中国攀岩联赛总决赛结束
年度总冠军诞生

新华社浙江江山9月17日电“江郎山杯”
2018中国攀岩联赛总决赛17日在浙江江山结
束。总决赛有全国10支国训队以及俱乐部共15
支队伍近百名队员参加。根据年度总积分排名，
陈智玄和田沛阳分别获得男、女速度王，瞿海滨和
陈卓莹分别荣膺男、女全能王。

总决赛设男、女全能赛和速度赛4个项目。
经过激烈角逐，男、女速度赛冠军分别被来自广东
攀岩俱乐部的陈智玄和来自宁夏磨石攀岩俱乐部
的田沛阳获得。这是继广州增城站后，陈智玄在本
赛季中攀联赛中获得的第二个男子速度赛冠军，田
沛阳则拿到本赛季第三个女子速度赛冠军。男、女
全能赛冠军分别被来自湖南万科攀岩国训队的瞿
海滨和福建铁观音攀岩国训队的陈卓莹摘得。

中国攀岩联赛是2018年中国登山协会推出
的全新赛事，实行积分制、赛季制。从今年6月至
9月，中攀联赛先后在甘肃兰州、广州增城、山东
齐河、湖南长沙、贵州紫云和浙江江山举办了6站
比赛。在江山站结束之后，根据年度总积分排名，
陈智玄和田沛阳分别获得男、女速度王；瞿海滨荣
膺男子全能王，女子全能王由福建铁观音攀岩国
训队陈卓莹获得，她曾在广州增城、山东齐河和湖
南长沙站比赛中获得三连冠。

随着总决赛的落幕，中攀联赛也顺利走过赛
季元年。中国登山协会攀岩部部长厉国伟透露，
明年的联赛将进一步扩大规模。据悉，2019年中
国攀岩联赛不仅将增加举办场次，由今年的6站
扩充到8站，还将在项目设置、办赛规模、赛事服
务等方面进一步提升。

法国名将马耶尔打破
男子十项全能世界纪录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记者吴俊宽）据国
际田联消息，26岁的法国名将马耶尔当地时间16
日在法国塔朗斯结束的一场比赛中以总分9126
分的成绩打破男子十项全能世界纪录，将美国选
手伊顿保持的原世界纪录提高了81分。

此次比赛，2017年伦敦世锦赛冠军马耶尔状
态出众。15日前五项比赛结束之后，他还比伊顿
在2015年世锦赛上创造世界纪录时的首日得分
低了180分。第二个比赛日，马耶尔连续在标枪
和撑杆跳高两个项目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在赢
下当天的前四项比赛后，他只需在最后一项1500
米比赛中跑出4分49秒以内的成绩即可确保打
破世界纪录。最终在全场观众的助威声中，马耶
尔跑出4分36秒11的成绩，如愿改写世界纪录。

整场比赛，马耶尔在100米、标枪、撑杆跳高、
跳远四个单项中都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而在
2018赛季，除跳高和400米外，法国人已经改写
了其他八个项目的个人最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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