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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举办
全国注册表演教师培训班

本报海口9月24日讯（记者卫小林）全国注
册表演教师培训班9月22日至24日在海口举办，
我省播音主持界、朗诵艺术界和曲艺界资深人士
为来自全省的十多名学员授课。

据介绍，本次培训班是文化部艺术发展中心
举办的2018年第三期全国注册表演教师培训活
动的一部分，邀请了海南广播电视总台著名播音
员、海口经济学院播音主持专业教师、海南省曲
艺家协会负责人、海南省朗诵艺术家协会专家和
荣获全国演讲大赛一等奖的语言艺术家为学员
开讲。通过三天学习和考核，成绩合格的学员获
得了由文化部艺术发展中心颁发的注册表演教
师资格证书。

海南日报记者从该培训班上了解到，虽然当
前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语言艺术的重要性，对标
准普通话、播音主持、影视表演和朗诵等语言艺术
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但海南的语言艺术教育起
步较晚，人才仍十分匮乏。为此，海南乐海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将该培训活动引入海南，旨在让喜欢
语言艺术的爱好者通过培训获得全国注册表演教
师资格证书，将来有机会参与语言艺术教学、舞台
演出和影视表演，引领海南青少年参加文化部艺
术发展中心青少年语言艺术考级，丰富和发展海
南青少年的语言艺术能力。

本报讯 （记者卫小林）9 月 21
日，庆祝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暨中国
传统节日中秋节——2018年“群艺大
舞台·文化进万家”文化惠民演出走进
昌江黎族自治县大仍村，以一台丰富
多彩的文艺节目，为基层干部群众送
上了节日的欢乐。

当天的文艺演出在开场舞蹈《春

花绽放》的乐曲声中和激情律动的舞
姿中拉开帷幕。其后，来自我省各地
的文艺工作者相继为当地观众献上
了歌曲《舒心的日子》《海上明月》《党
的好政策》《众人划桨开大船》《织锦
歌》，舞蹈《黎寨姑娘》《我爱你中国》，
小提琴演奏《魅力四射》，魔术《力量空
间》，小品《财哥脱贫》，摇滚歌曲《飞得

更高》等节目。值得一提的是，来自昌
江本地大仍村委会的广场舞队，还为
乡亲们表演了广场舞《阿哥阿妹》，演
出动作整齐、舞姿吸睛，同样赢得了一
片喝彩之声。最后，整个演出在歌伴
舞《领航新时代》的振奋人心的表演中
落下帷幕。

省文体厅相关负责人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群艺大舞台·文化进万家”是
我省群众文化活动中涌现出的品牌活
动，主要采取巡回演出的形式，赴全省
各地基层进行文化惠民演出。近年
来，该活动已陆续把精彩的文艺节目
送到我省屯昌、文昌、琼海等多个市县
的干部群众面前，让基层干群在劳动、
生产和生活之余享受到了优秀文艺节

目带来的审美享受。此次走进昌江，
已是该演出活动继2017年12月走进
昌江之后的第二次献艺。

本次演出由海南省文体厅主
办，海南省群众艺术馆、昌江黎族自
治县文体局承办，昌江七叉镇大仍
村委会、海口椰城侬家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协办。

庆祝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暨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

“群艺大舞台·文化进万家”昌江献艺

本报定城9月24日电（记者邓
钰 特约记者司玉 通讯员王伦）9月
23日晚，2018年力加杯海南省排球
联赛在定安县灯光球场圆满落幕。
海口队以3：0的总比分战胜海南师
范大学队勇夺冠军，海南师范大学队
获得亚军，三亚队和文昌队分获第三
名、第四名。

当晚的冠亚军争夺赛刚一打响，

现场观众的加油呐喊声就引爆了双
方队员的猛烈进攻。海口队凭借主
攻手的强势和精彩的拦网，一度打出
15：10的小高潮。海师队也不甘示
弱，经过战术调整，一度将比分追到
20：20，最终，海口队通过强攻突围，
首局以22：20拿下。第二、第三局比
赛，海口队加快进攻节奏，扣球接连得
分，最终，海口队以总比分3：0战胜海

师队，获得省排球联赛冠军，这也是海
口队自联赛开办以来第6次夺冠。在
季军争夺战中，三亚队以3：2的总比
分战胜文昌队，获得联赛季军。

力加杯省排球联赛深受海南群
众喜爱，有良好群众基础，联赛至今
已走过19个年头。本届力加杯排球
联赛自8月24日开赛以来，先后在定
安、临高、琼中、文昌四大赛区举行比

赛，来自海口、三亚、琼海、万宁、文
昌、澄迈、定安、临高、海南大学及海
南师范大学的10支队伍参赛。经过
38场鏖战，最终顺利落幕。

本次比赛由省文体厅主办，省体
育总会承办，定安县文体局、临高县
体育中心、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文旅
委、文昌市体育管理局协办，力加啤
酒独家冠名。

2018年力加杯海南省排球联赛落幕
海口队夺冠

本报海口9月24日讯（记者王
黎刚）“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
周年中美国际篮球慈善赛”9月23日
晚在海口体育馆举行。福建SBS浔
兴俱乐部队和美国职业联队为海口
篮球迷奉献了一场高水平的篮球
赛。最终，福建SBS浔兴俱乐部队
94：82战胜对手。

美国职业联队由多名有NBA和
NBA发展联盟经历的球员组成，福建
SBS浔兴俱乐部队全主力抵琼，其中
包括获得雅加达亚运会冠军的国家队
主力中锋王哲林，同时赵泰隆、陈林坚
两大国手和新赛季外援悉数上场。

当晚的高潮部分在中场休息期

间，伴随全场观众齐唱生日快乐歌，
刚刚助力中国男篮获得亚运会冠军
的当红国手王哲林和嘉宾共同切开
主办方特意准备的庆祝海南建省办
经济特区30周年纪念蛋糕。此后，
在全场观众的尖叫和欢呼声中，王哲
林将自己现场签名的篮球抛给看台
上的海南球迷。随后，美国队两名球
员还为现场观众奉献了精彩的扣篮
表演，让球迷大呼过瘾。

本次赛事球票走公益路线，最低
门票每张仅几十元，同时每售出一张
门票，还提取一定比例用于成立青少
年篮球发展公益基金，为推动我省青
少年篮球发展凝聚社会力量。

中美国际篮球慈善赛海口举行
福建队胜美国职业联队

海南篮协助力打造冬训基地

河南女篮青年队
到海口集训

本报海口 9 月 24 日讯 （记者
王黎刚）应海南省篮球协会邀请，河
南女篮青年队9月24日在海口市体
育馆开始进行为期一个月的集训。该
队主教练李岩说：“希望我们此次海口
集训能发挥桥梁作用，助推河南和海
南篮球界的交流。”

据介绍，河南女篮青年队曾获第
十三届全运会女篮青年组比赛第4
名。此次河南女篮前来海口集训，采
取的是“军训+训练”的模式。海南
篮协专门邀请了武警海南省边防总
队教官对河南女篮队员进行军训，海
南世锦文化体育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该队此次集训的场馆及后勤保
障等工作。

海南篮协秘书长刘俊山表示，
海南把文化体育产业作为优化产业
结构、培育经济新增长点的十二个
重点产业之一，海南篮协积极响应
省政府号召，大力发展海口体育冬
训产业，打造篮球冬训基地，正是利
用海南的气候优势。目前，海南篮
协跟全国多个省市篮协保持合作，
助力打造冬训基地。

据悉，海南篮协自2016年成立以
来，主办了10多场篮球赛事，其中包
括中美篮球对抗赛、“一带一路友谊
桥”国际男篮挑战赛等，大力推动海南
篮球运动发展。

中国龙舟公开赛潍坊站落幕
三亚崖州队获第9名

本报讯 （记者梁君穷）中国龙舟公开赛潍
坊站比赛日前在山东省潍坊市滨海经济开发区
白浪河景区落幕，共有来自全国7省的28支龙
舟代表队728名运动员参赛。首次代表海南参
赛的三亚崖州龙舟队获得200米第8名，500米
第10名，3000米追逐赛第10名，总成绩名列全
国第9名。

据了解，中国龙舟公开赛是全国最高规格的
龙舟赛事，比赛设置5个单项冠军和2个组别总
成绩冠军，分A、B两个组别，其中A组设22人龙
舟200米、500米直道赛、3000米追逐赛三个项
目，B组设12人龙舟200米、500米直道赛两个项
目。最终，东莞队、潍坊队、福州队分别获得总成
绩前三名。

“参加此项国内顶级水平比赛，可以锻炼我们
的队伍，提高我们的竞技水平，同时提升崖州体育
的知名度。”三亚崖州区旅游文体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后崖州区将借鉴潍坊帆船龙舟基地与旅游
结合发展的模式，努力推进三亚崖州体育和旅游
产业特别是水上运动产业的发展，打造冬训水上
运动基地，加快推进崖州龙舟品牌建设。

广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8年10月9日 9时30分在我公司拍卖大
厅公开举行拍卖会，现将第二次拍卖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1、别克GL8商务车；参考价：5.7万元,保证金：1万
元。2、海马轿车；参考价：7.6万元,保证金：1.5万元。二、拍卖地点：海南
省海口市国贸大道港澳申亚大厦九层海南润丰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大

厅。三、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日起至2018年10月8日止。四、收取保
证金时间：截止至2018年10月8日16:00；以款到账为准；收取保证
金单位名称：海南润丰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招商银行海口国贸支
行；账号：898900457310708；五、特别说明：本次拍卖按车辆现状净价
拍卖，整体购买优先，车辆过户所产生的所有税、费、违章、过期年检均
由买受人承担。拍卖车辆成交后2个工作日交付。买受人须办理车辆的
过户手续。六、咨询、报名、拍卖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港澳申亚
大厦九层；联系电话：0898-31650777 18907588848张经理

海南润丰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81009期）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公开竞争性处置不良资产公告
交易编号：[COAMCHN201801]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简称“东方海南省分公司”）拟以公开竞争性出售方式处置以下金融不良资产（“本交
易”）。本交易拟采用密封递交公开竞争性报价的方式。本交易涵盖的资产涉及1户借款人，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本次公开竞争性出售交易将同时面向国内外投资者。如需了解
有关本次交易资产的描述、资产的情况、注册程序、交易时间表等详
情，请阅读刊载于网站www.coamc.com.cn上的交易公开竞争性出
售邀请函全文。本次资产处置采取公开竞价方式。欲参加本次公开
竞价资产转让的交易对象（以下称“投资人”），须为具有相应购买能
力的、在中国境内外注册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
织或自然人。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投资人不得为下列人员：国家公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及其
分支机构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本次资产处置工
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和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
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与参与本次交易的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工作人员、相关国有企业债务人及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
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根据有关规定，我分公司决定延长开标日

期，定为2018年10月9日，请符合条件的投资者于2018年10月8
日前（含该日）按照我分公司上次公告内容（详见2018年9月3日网
站公告及资产公开竞争性出售邀请函等内容）与我分公司联系，并按
照要求统一提交报价文件。联系人：符先生、冼先生。联系电话：
0898-66563192、66563178。通讯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大同路38号
海口国际商业大厦1009室。邮编：570102。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
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举报电话：010-66507721（中国东方
资产管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0898-66563202(我分公司纪检监察部
门)。监督管理部门: 财政部驻海南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电话：
0898-66719286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 电话：
0898-68563046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18年9月25日

序号

1

债权名称
成都市雅仕达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债权

所在地

四川省成都市

币种

人民币

本金

99,425,585.86元

利息

5,654,989.22元

担保情况
土地、房产抵押；股权

质押；保证担保

当前资产状况

企业正常经营

采购报名公告
一、采购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二、项目名称：营业机构玻璃幕墙粘贴防爆膜项目
三、供应商资质要求：（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中华人民

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台湾省除外）注册、具有履行合同的专业技术能力和良
好的履行合同记录、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商业信誉、具有独立承
担民事责任的内资企业，须具备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质；（二）法定
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
（三）具有以上安防设备生产经营或代理销售资质。若为授权销售
单位，还须提供产品授权销售证明原件，产品须经有权的检测机构
检测；（四）具有完善的服务组织体系,在海南省分支机构（分公司、
办事处或技术服务站等）应在1家以上，维保技术人员不少于3人
（需提供社保等有关证明）；（五）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六）

参加我行采购活动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或不良
记录；（七）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
商，不得参加同一项目（包件）的采购；（八）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控
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能与农业银行各级行高管及使用需求部
门、采购部门关键岗位人员有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
或者近姻亲关系，要求供应商出具书面承诺；（九）生产商或代理商
（本项目）注册资本金均不少于200万元人民币。

四、报名资料：单位介绍信、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副本、
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相关资质证书（以上证书查原件，
收加盖公章复印件）。

五、报名时间：见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
六、报名地点：海口市滨海大道26号农行海南省分行办公楼

11层集中采购办公室。
七、联系人：何女士
八、联系电话：0898—66796191。

采购报名公告
一、采购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二、项目名称：加钞间门体改造建设项目
三、供应商资质要求：(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台湾省除外）注册、具有履行合同的专业技术能力和良好
的履行合同记录、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商业信誉、具有独立承担
民事责任的内资企业，须具备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质；(二) 法定
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
(三)具有以上安防设备生产经营或代理销售资质，若为授权销售单
位，还须提供产品授权销售证明原件，产品须经有权的检测机构检
测；(四)具有完善的服务组织体系，在海南省分支机构（分公司、办
事处或技术服务站等）应在1家以上，维保技术人员不少于3人（需
提供社保等有关证明）；(五)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六)参

加我行采购活动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或不良记
录；(七)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
得参加同一项目（包件）的采购；(八)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
或实际控制人不能与农业银行各级行高管及使用需求部门、采购
部门关键岗位人员有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
亲关系，要求供应商出具书面承诺；(九)注册资本金生产商或代理
商（本项目）注册资本金均不少于200万元人民币。

四、报名资料：单位介绍信、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副本、
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相关资质证书（以上证书查原件，
收加盖公章复印件）。

五、报名时间：见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
六、报名地点：海口市滨海大道26号农行海南省分行办公楼

11层集中采购办公室。
七、联系人：何女士
八、联系电话：0898—66796191。

采购报名公告
一、采购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二、项目名称：加装加钞间出入口控制系统项目
三、供应商资质要求：（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中华人民

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台湾省除外）注册、具有履行合同的专业技术能力和
良好的履行合同记录、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商业信誉、具有独
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内资企业，须具备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质。
（二）法定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
代码证等；（三）具有以上安防设备生产经营或代理销售资质，若
为授权销售单位，还须提供产品授权销售证明原件，产品须经有
权的检测机构检测；（四）具有完善的服务组织体系,在海南省分
支机构（分公司、办事处或技术服务站等）应在1家以上，维保技
术人员不少于3人（需提供有关证明）；（五）通过ISO9001质量体

系认证；（六）参加我行采购活动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
大违法或不良记录；（七）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
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项目（包件）的采购；（八）供应商
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能与农业银行各级行高管
及使用需求部门、采购部门关键岗位人员有夫妻、直系血亲、三代
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要求供应商出具书面承诺；（九）
生产商或代理商（本项目）注册资本金均不少于500万元人民币。

四、报名资料：单位介绍信、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副本、
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相关资质证书（以上证书查原件，
收加盖公章复印件）。

五、报名时间：见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
六、报名地点：海口市滨海大道26号农行海南省分行办公楼

11层集中采购办公室。
七、联系人：刘先生
八、联系电话：0898—66796191。

“正宗椰汁椰树牌，30年坚持使用新鲜椰肉鲜榨，自

1991年荣登国宴以来，已接待了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元

首及政界要人。”这条广告早已是家喻户晓。椰树牌椰汁凭

什么荣登国宴？其制造方法有什么过人之处？其品质又有

什么独具的特色和优势？今天，笔者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

介绍。

椰树牌椰汁畅销30年，当然有它独到之处。首先是坚持

30年在海南原产地用新鲜椰肉鲜榨，做到“四不加”（不加激

素，不加香精，不加色素，不加防腐剂），保留了椰子的天然风

味和丰富营养。产品出厂前必须进行七天时间的存放检验，

出厂投放市场后进行质量追踪，确保卖到消费者手中的都是

安全放心的优质品。

第二是独有的专利技术。椰树集团历经数百次试验，攻

破了油水分离的技术难题，成功研制出椰树牌椰汁，从而掌握

了专利技术（专利号：ZL2016 1 0661951.2）。利用其独有的

专利技术和先进设备、工艺生产的椰汁产品，品质优良，能够

长时间保质保鲜。

第三是质量制度健全，管理严格。椰树椰汁从选料到进

入生产流程，均使用科学方法。选用从成熟的椰子中剥取的

新鲜上好的椰肉，杜绝不合格的原料投入生产。严格实行“三

级质量管理”制度和重奖重罚规定，做到从椰子果破壳取肉到

投入生产的时间不超过1小时，保证椰子果肉的新鲜度，保证

产品的优良品质。

第四是风味天然、营养丰富。椰子全身都是宝，椰肉营养

丰富。使用专利技术、选择新鲜椰肉榨汁生产的椰树牌椰汁，

有效保留了椰肉所含的营养成份。

椰树牌椰汁的好品质源于30年的坚持

贷 款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984883

遗失声明
海口新月安瑞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声
明作废。
▲海南洋浦尧鑫科贸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60300730044259L，声明
作废。

海口市塑料工业公司
关于召开改制工作

第六次全体职工大会的通知
各位职工：
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同意本公司
实施改制。为此，公司定于2018
年9月30日（星期日）上午8时30
分在海南琼苑宾馆三楼会议厅召
开改制工作第六次全体职工大会，
审议表决《公司关于实施改制全体
职工权益分配安置方案》，届时敬
请与本公司有法定劳动关系的在
职职工、退休职工务必依时出席会
议。尤其是，温馨诚挚提示在外地
的职工计划好回单位日程，以达依
时出席会议。
特此通知

2018年9月25日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公章作废声明
澄迈文儒珠宝生猪养殖专业合作
社，由于资金缺乏，经股东大会同
意注销，该合作社公章作废，特此
声明。

公章作废声明
澄迈文儒大边桃杏山寮鸡养殖专
业合作社，由于资金缺乏，经股东
大会同意注销，该合作社公章作
废，特此声明。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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