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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供 求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976292037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海
口
发
行
站

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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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类信息：标题（字数在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字数在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买五送二

广告热线：66810111、66810582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新闻大楼1楼广告中心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

海口地区发行站办理《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特区文摘》、《证券导报》、《法制时报》等
报刊的征订、投递、零售和会议用报等业务，办理分类广告、夹报广告、旧报回收及其它业务。

温馨提示：信
息 由 大 众 发
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
栏目无关。

遗失声明
东方市东海阿多美容美发会所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69007600129648，税务登记正、副

本，税号：46003219780909437002，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琼海恩兴养猪农民专业合作社拟
向琼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
45天到本社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海居蓝房产投资有限公司拟
向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45天
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889912934

▲郑文奕遗失居民身份证，证件编
号：460005199904133219，特此
声明。
▲三亚中升宏达销售顾问不慎遗
失三亚中升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开具给魏会朋的购车合同
白红两联一份，编号：0002392，声
明作废。
▲王浩玮于2018年10月1日遗失
居 民 身 份 证 ， 证 号:
460102200003245418，特 此 声
明。
▲夏黎不慎遗失海南省儋州市白
马井恒大金碧天下小区 203 栋
1103房收据一张，金额为142324
元，编号：HHD2052932，声明作
废。

椰海大道酒店整栋租
写字楼招租18689818424

业主新房转让
海口金贸西路28号晋联大厦：酒

店(可分割小户型住宅)6000m2；商

铺(层高7.8米)三个约250m2；住宅

319m2、119m2各一套；地库车位

86个。另有太平洋别墅一套270m2。

砍价电话：杜女士：18603466773

郭先生：13876000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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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和花园 大三房出售
首付33万 6楼1380767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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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海南岛专题影展

本报屯城10月1日电（记者邓
钰 通讯员邓积钊 林小丹）10月1日
晚上，在屯昌县南坤镇加总村委会合
水村，村里的男女老少聚集在村中广
场看电影。屯昌新农村数字电影放
映队正为村民们放映电影《红海行
动》。

银幕下方，早已里三层外三层围
满了观众，有的坐着，有的站着，还有
孩子坐在爸爸的肩膀上，伸头张望。
他们目不转睛地看着，唯恐错失任何

一个精彩的细节。
“精彩！这部电影太好看了！”村

民们纷纷表示。
据了解，电影《红海行动》改编自

真实事件。影片以也门撤侨为背景，
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8人小

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的故事。惊险的
情节、精彩的故事让观众热血沸腾。

“片中的主角们为了民族大义和
保护人民，不顾自身安危，他们都是
有担当有血性的英雄！”现场观众李
相如说，“更令人惊喜的是，这样优秀

的电影曾在海南取景。希望有更多
的精彩电影在海南拍摄。”

“我在观看影片之后，心情激动。
如今脱贫攻坚已吹响总攻号，作为
党员干部，我要向剧中的英雄学习，
学习他们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助力脱

贫攻坚工作开展。”加总村党员盘文
洲平激动地说。

屯昌新农村数字电影放映队队
员表示，通过此次放映活动，让与海
南有关或在海南取景的影片走进贫
困村，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为贫
困户鼓舞士气、振奋精神，为精准扶
贫工作加油鼓劲。

当晚，还放映了《我们的更路簿
——三沙属于中国的历史证据》《人
畜共患病的防控》等影片。

海南岛专题影展系列活动走进屯昌加总村

《红海行动》让村民喊“精彩”

本报海口10月1日讯（记者郭
萃）10月1日晚，《红色娘子军》电影在
海口人民公园免费放映，作为海南岛
专题影展系列活动之一，此次放映吸
引了百余名市民观看。观众们纷纷表
示从电影中受到了深刻教育，希望今
后能多举办类似活动，丰富市民生活。

《红色娘子军》以第二次国内革
命战争时期海南红色娘子军的斗争
业绩为素材，讲述了旧社会的丫鬟吴
琼花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的历程，展
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女子
军特务连的女战士们抛头颅、洒热血
的革命精神。

19时30分许，海口人民公园广
场就坐满了前来观影的观众。现场
观众表示，通过观看影片受到了深刻
的教育，这部电影让大家看到了中国
妇女的坚强。“国庆节当天观看这部
电影让我感触很深，尤其是电影中洪
常青在熊熊烈火中大声喊道‘共产党

是不怕死的！’很令人震撼。我深深
感受到我们当前和平、美好的生活来
之不易。”现场观看电影的市民吴蔚
说，“今天是新中国第69个生日，我
们每个人都切身感受到国家发展日
新月异，我们的物质生活更加方便快
捷，社会保障更加健全。我作为一名

基层工作人员，将在工作中坚守岗
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此次电影免费放映活动深得市
民的喜爱，“希望以后能组织更多的
电影放映活动，丰富我们的文化生
活。”市民符雯华说。

电影《红色娘子军》在海口人民公园免费放映

观众感叹美好生活来之不易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2018年全
国U13U14举重冠军赛日前在呼和浩
特市结束，海南小将大获丰收，一举夺
得9金7银13铜。

本次比赛共有 25 个代表队的
140名举重小将参赛，共决出48块金
牌和144枚奖牌。

海南派出12名运动员参与角逐，

一共夺得9金7银13铜。其中，张欣
雅、杨心怡包揽女子U13组 44公斤
级、U14组44公斤级的抓举、挺举和
总成绩 6枚金牌，陈永善包揽男子
U13组44公斤级3枚金牌；王翠婷、
符俊元获得女子U13组53公斤级、男
子U13岁组62公斤级的抓举、挺举和
总成绩 6枚银牌；张丽亚获得女子

U13组44公斤级抓举银牌、挺举和总
成绩铜牌；王玥、严淼钰、朱佳维分别
在女子U13组 40公斤级、女子U13
组48公斤级、男子U14组48公斤级
比赛中，夺得抓举、挺举和总成绩的9
枚铜牌；陈旭阳获得男子U13组44公
斤级抓举铜牌；彭日海获男子U13组
44公斤级挺举铜牌。

全国U13U14举重冠军赛

海南小将夺9金7银13铜

本报海口10月1日讯（记者尤梦
瑜 实习生乔敏瑞）10月1日晚的省文体
公园流光溢彩、人气满满，在省歌舞剧
院前的广场上，由省歌舞团、省歌舞团
附属芭蕾舞蹈学校带来的“庆祝新中国
成立69周年综艺歌舞晚会”精彩上演。

伴随着欢快的音乐，开场歌舞《欢
庆》拉开了文艺晚会的序幕。经典老
歌，记忆永存，一曲《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的中国》引来观众们的热烈反响，不少
人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来。《锦绣前程》
《建设者之歌》《万紫千红》……一个
个歌舞节目表达着海南人民对祖国的
美好祝福。演员们也通过这一舞台，
传播芭蕾舞蹈艺术等高雅艺术文化。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一曲充满
中国传统文化韵味的《相和歌》通过舞
者曼妙舞姿的演绎，引人入胜，令人耳
目一新。舞蹈《东坡劝学》展现了苏东
坡在儋耳郡时教化百姓的场景。多个

节目通过海南特色文化元素展示着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

晚会还邀请第四届中国音乐金钟
奖流行唱法金奖获得者周强演唱了
《我在草原上》《你是我的眼》，现场观
众情绪高涨，开启“合唱”。

在歌舞《我们的新时代》中，晚会
落下帷幕。不少观众意犹未尽，漫步
在省文体公园，欣赏海口城市亮化景
观，享受假期的悠闲。

“为了进一步做好文化惠民服务，
让更多群众能在假期观赏到高品质的
文艺演出，我们特意编排了这台演
出。未来，省歌舞团会利用省歌舞剧
院前的广场，将此类专业性文艺演出
以广场周末艺术展演的方式常态化。”
省歌舞团团长彭煜翔说。

此台歌舞晚会将在10月2日晚
上8时演出第二场，公众可前往省歌
舞剧院门口前的广场观看。

庆祝国庆综艺歌舞晚会
在省文体公园举行

“预约过海”首日
海口两港总体平稳有序
◀上接A01版
到港口是中午12时左右，刚好可以检票上船，方
便了很多。”旅客吴建安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以往
过来排队买票都得1个小时，现在节省了很多时
间，也方便安排行程，不会赶得那么匆忙。”

“购完票不需要兑换纸质票，到了检票口只
要出示二维码一扫描就完成了检票，整个过程
也就几十秒就完成了，很快捷。”旅客蒙广峰夸
赞道。

现场购票的旅客也对港口服务竖起大拇
指。“太感谢港口工作人员了，特别耐心地帮我
们买票。”旅客温贤锐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他们
亲戚朋友开了 2 辆车共 14 人一起回广西合
浦，但是因为自己年纪较大不太会操作手机微
信，现场工作人员帮他们一一输入旅客信息，

“我们人比较多，她们没有一点不耐烦，服务态
度特别好，而且还很细心地告诉我们下次买票
如何操作。”

“现在是信息时代，飞机、火车都可以网上订
票，现在轮渡也可以在网上完成购票，从长远来看
这种方式无疑是非常方便的，值得推广。”旅客魏
佳梅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希望海安也能推行这样
的模式，以后往返就会方便很多了。

针对存在问题将作改进

截至20时，通过“新海港”微信公众号和椰城
市民云APP已接到有效预约票数4044张，散客
1488张（不含随车人员）。

提前购票过海模式在首日的实行过程中，虽
然得到广大车主的好评，但是依然存在一些待改
善之处。

魏佳梅表示，港口和车主之间仍然存在信息
不对称情况，很多人不了解“预约过海”，希望能够
加大宣传力度，在高速路口或者经港口的交通主
干道上张贴醒目的宣传标语，让更多过海旅客了
解这种模式。

旅客陈欣认为，港口现场预约网络太慢，希望
能够覆盖无线网络，提高购票效率。

对此，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表
示，将会进一步提升服务，针对发现的问题进行
改进。

为了检验“预约过海”模式的可行性，及时发
现该模式运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建议相关港航
企业及时改进，按照省交通运输厅的要求，省海峡
办督查组今天上午还对海口秀英港、新海港“预约
过海”模式的运行情况进行了现场督查。

省海峡办负责人表示，将合理规划港区分流
车道，避免出现未预约车辆长时间占用进港车道，
导致已预约车辆未能及时进港；同时对部分非智
能手机用户应区别对待，采取帮助购票、窗口售票
等方式提供周到服务。

本报海口10月1日讯（记者王
黎刚）2018海南亲水运动季国庆亲
水运动嘉年华1日上午在海口假日
海滩拉开帷幕。这场集水上动感运
动和沙滩趣味互动于一体的活动，将
贯穿整个国庆黄金周。

国庆亲水运动嘉年华是2018海
南亲水运动季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本次活动项目设置新颖。在水弹
棒球挑战和沙滩足球射门挑战赛中，
主办方将棒球运动和足球运动融入亲
水元素，从而锻炼参与者的手、眼、脚

的协调能力和综合反应能力。沙滩大
力士挑战赛将全民快乐健身的概念与
亲水元素相融合，其中，“疾走农夫”

“大力士拉轮胎”“沙滩拔河”等都是老
百姓喜欢的项目。此外，还有沙滩木
球表演赛、亲水瑜伽体验等。

国庆亲水运动嘉年华海口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