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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保城10月31日电（记者贾
磊 特约记者黄青文）10月30日晚，
由省残疾人艺术团领衔主演的省残疾
人文化下乡巡演活动走进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金江居，为当地群众奉献了
精彩的文化大餐。

当晚7时30分，巡演晚会在开场
舞《盛世欢歌》的欢快乐曲中拉开帷
幕。其后，18个节目先后登台演出，

既有观众常见的独唱、二重唱、诗朗
诵、乐器演奏等艺术形式，也有残疾人
艺术团特有的手语表演等，在2个多
小时的演出中，每一个节目都收获了
观众的掌声。

残疾人演员们虽然不是专业歌
手，但他们敢于用歌声表达心声；虽然
他们没有很高的专业水准，却赢得了
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虽然他们身有

残疾，然而每一个节目都展现了他们
坚强、奋发、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多
才多艺的节目，不仅接地气，而且鼓舞
人心，催人奋进。如唢呐演奏《十送红
军》，高亢激昂，振奋人心。男女声对
唱《久久不见久久见》，优美动听，回味
无穷。琼剧二重唱《郎君他多潇洒》，
精彩连连，别有一番风味。手语歌舞
《爱的感恩》，表达了对祖国、对生活的

热爱。罗才秀（肢残演员）根据自己亲
身经历创作的配乐诗朗诵《我的未来
不是梦》，催人泪下，催人奋进。黄空
的才艺展示《吹树叶、街舞、特技》，更
是将晚会推向高潮，以致现场观众发
出了尖叫声。

带领该团下乡演出的省残联相关
负责人表示，文化下乡目的是丰富残
疾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鼓励更多残疾

人走出家门、融入社会，推动残疾人文
化和特殊艺术加快发展。

当天下午，省残联还在保亭七仙
文化广场举办书法、绘画展览。残疾
人书画家现场挥毫泼墨，给当地干部
群众赠送了字画。

据悉，2018年省残疾人文化下乡
巡演活动已先后走进琼海、海口和五
指山等市县，保亭是最后一站。

我省残疾人文化下乡巡演走进保亭

本报石碌10月 31日电 （记者
曾毓慧 特约记者林朱辉 通讯员陈
家漠）10月30日，从海南西部五市县
遴选而出的112幅书法作品在昌江
黎族自治县宣传文化中心开展。

据活动主办方介绍，此次书法作
品联展是昌江启动的“冬登春赏”黄

金旅游季第一个文化艺术活动，也是
海南省西部五市县书法联展第四站
巡展。当天展出的112幅书法作品
形式多样，其中不乏精品，将促进昌
江旅游与文化良性互动和融合发展。

开幕式结束后，还举办了五市县
书法联展研讨会，儋州、东方、临高、

昌江、琼中五市县文联、书协相关负
责人分享了书法创作心得体会。

此次活动由省书协、儋州市、东
方市、临高县、昌江黎族自治县、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文联主办，儋州、东
方、临高、昌江、琼中书协承办。

本次联展将展至11月11日。

海南西部五市县书法联展昌江开展

本报海口10月 31日讯 （记者
陈蔚林 卫小林 实习生叶润田）“艺
术求索——高丰书画作品展”10月
31日上午在省博物馆开幕。

本次展览集中展出了海南学者、
书画家高丰近年创作的80多幅书法
和绘画力作。其中，绘画作品题材不
仅有海南风物，还有西北大漠、古都
北京、江南水乡等。书法形式多样，
亦颇具个性。特别是其绘画作品，兼
具传统国画、艺术设计和多画种融合
特征，让人耳目一新。

令人敬佩的是，此次书画展所展

作品，均是高丰在经过几次大病和大
手术后，为鼓励自己战胜病魔而于
2012年才开始创作的。他在开幕式
上表示，他是海南人，一定要在家乡
举办一次展览，给自己一个交待，也
向父母和故乡作一次汇报。

高丰1956年生于文昌，先后毕
业于无锡轻工业学院设计系（现江南
大学设计学院）、南京艺术学院，
2001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获博士学
位。曾任教于南京艺术学院、海南大
学艺术学院、北京工商大学传播与艺

术学院。作为一位学者，他在学术领
域建树更丰，先后出版《中国灯具简
史》《中国器物艺术论》《中国企业徽
标大典》《中国历代器物图册》《美的
造物》等著作，尤其是他耗时近20年
完成的《中国设计史》著作，已成设计
学领域影响广泛的学术力作。这些
著作也作为特殊“展品”出现在书画
展现场，高丰对不测命运的顽强抗争
感染了众多参观者。

本次展览由海口市委宣传部、海
南大学艺术学院、省美协、海口市美
协联合主办，将展至11月4日。

海南学者高丰书画展海口开幕

本报海口10月31日讯（记者李
磊 通讯员王烨）10月30日晚，我省
2018年“爱我国防”大学生主题演讲
比赛决赛在海口举行。

来自全省高校的10名大学生选
手结合亲身经历和自身感受，从理想
信念、大国自信、时代使命、青年责任
等角度，讲述了传承红色基因、用青春
报效祖国的爱国情怀，以及自己对国

防和军队建设的理解和思考。
自9月初开赛以来，省内各高校

积极组织，近千名大学生踊跃报名参
赛，经校内初赛、省级复赛及专家评
审，有10名大学生晋级决赛，最终遴
选出4名优秀选手参加全国比赛。

本次比赛由省政府征兵办公室、
省国防教育办公室联合主办，省教育
厅协办。

广告

致歉信
我本人杨平，身份证号码：422422196605112118，我本人于

2017年3月14日自愿与舒朝华先生合伙做建筑总承包，签好了合作
协议书，中途因我本人应投入总承包的资金断链，再也无法筹借到资
金，就只能协商退股，双方就退股一事达不成共识，我气急败坏，恶语
伤人，造成了极坏的声誉影响。我还在社会上四处乱说舒朝华先生行
贿给贵州建工集团第七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还说舒朝华
行贿给儋州光华置业有限公司现场的负责人，还说舒朝华负责承建
的工程偷工减料，还说舒朝华负责承包的工程有严重的质量不合格，
还说舒朝华做假账偷税漏税，还说舒朝华过河拆桥不仁义，还说舒朝

华所承包的工程资料全是假的等等，我今日深刻认识到自己的严重
错误，特登《海南日报》向舒朝华先生作出深刻的检讨和道歉。

请舒朝华先生接受我的深刻道歉，我向社会公开认错，我向舒朝
华先生保证，我从今往后堂堂正正做人，绝不再对舒朝华先生进行毁
谤，请社会监督我杨平，我杨平一定痛改前非，争取言行一致，最后恳
请舒朝华先生原谅我，给我一个认错改正的机会，我对您造成的损失
和伤害,我会尽最大努力承担经济责任。

我杨平在此向舒朝华先生认错，我杨平错了，对不起您，请您见
报后一定要接受我对您的公开致歉为盼。

此致 致歉人：杨平
2018年10月27日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变卖公告
（2017）琼0106执5164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7）琼0106执5164号执行
裁定书，本院将于2018年11月28日10时至2019年1月27日
10时止在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
行变卖海南省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盈滨半岛盈滨村地段龙浴
温泉度假村：（1）房权证号为：澄房权证老城公字第4328，起拍
价：6259766元，竞买保证金：625975元。增价幅度：20,000元。
（2）房权证号为：澄房权证老城公字第4373，起拍价：2774579
元，竞买保证金：277458元。增价幅度：20, 000元。（3）房权证
号为：澄房权证老城公字第4377，起拍价：2774579元，竞买保证
金：277458元。增价幅度：20, 000元。（4）房权证号为：澄房权
证老城公字第4378，起拍价：2774579元，竞买保证金：277458
元。增价幅度：20, 000元。（5）房权证号为：澄房权证老城公字
第4379，起拍价：2774579元，竞买保证金：277458元。增价幅
度：20, 000元。（6）房权证号为：澄房权证老成公字第4383，起
拍价：2774579 元，竞买保证金：277458元。增价幅度：20, 000
元。（7）房权证号为：澄房权证老城公字第 4384，起拍价：
2774579 元，竞买保证金：277458元。增价幅度：20, 000元。

咨询时间：自2018年11月28日起至2019年1月27日16时
止接受咨询(双休日除外)。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11月28日10时前于淘宝网缴纳竞
买保证金。

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物按现状变卖；2、过户的税、费由竞买
人自行承担；3、房产的交易及过户按当地政策执行。咨洵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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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

国家税务总局文昌市税务局

税务文书送达公告
文昌税公〔2018〕6号

王禄雄（纳税人识别号：460022195505276237）：
你（单位）位于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文建路268.97平方米土

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证号：文国用（2006）第0103218号]及地
上附着物于2018年1月16日被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拍
卖成功，成交价为4927658元，未按期进行申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限
你（单位）于见报之日起7日内携带相关资料至国家税务总局文昌
市税务局办税服务大厅申报办理有关事项。

如对本通知不服，可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国家税务总局文昌市税务局
二○一八年十月十日

对上表所列的粤海铁3号关键设备按2018年坞工程单的
要求，对设备进行修理。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

的法人(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
或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注册资本不少于200万元人民
币；

2、投标人必须为设备制造商或其授权设备服务商（提供证
明或授权书）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需
提供最近一个年度企业纳税证明或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
务审计报告复印件）。

3、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需提供至少三个
月的社保缴费记录复印件）；

4、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
法记录（提供声明函）；

5、投标人所在单位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
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在本项目同时参加投标，也不接受联
合体投标，禁止转包或分包（提供承诺函）；

6、保证在粤海铁3号进厂修理期间，根据船厂的工作修期
安排，完成修理工作（提供承诺函）。

7、购买招标文件并及时缴纳投标保证金（转账凭证及开户
许可证）；

8、所有复印件须加盖单位公章。
三、招标文件的获取
1、发售标书时间：2018年11月1日至2018年11月5日，

上午8:00-12:00；下午 14:00-17:30（以北京时间为准）；
2、招标方通过互联网邮箱形式，将招标文件发送至投标人

的指定邮箱；
3、投标保证金的金额：贰万元整；

4、投标方账号：本次招标所有款项，必须以公对公形式进
行交款，个人账户交款，招标方则视为无效款。

名称：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机辆轮渡段
纳税人识别号：91460100MA5T2E3G1T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粤海大道海口火车站四号楼

309室
电话：0898-31684853
开户银行：工行海口秀英支行
银行账号：2201021209255566668
5、投标人提问截止时间：2018年11月19日17时30分

（北京时间为准）。
四、投标文件和保证金的递交
1、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18年11月19日8时30分

（北京时间）。
2、投标文件递交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粤海大道海口

火车站四号楼309室
3、开标时间：2018年11月20日上午9:00（以北京时间为

准），时间如有改动，招标方另行通知。
4、开标地点：海口市铁路南港码头轮渡四楼会议室
5、保证金到账截止日期：2018年11月19日上午12:00

（北京时间），投标方需将投标保证金以
6、公告发布媒介：海南日报
五、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机辆轮渡段
地 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粤海大道海口火车站四号

楼309室
联 系 人：吴先生
联系方式：13907628977

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机辆轮渡段
2018年11月1日

项目名称
1、主、副机修理
2、浆、轴、舵、侧推修理
3、主配电板、监控系统、主机隔震修理

设备制造商
广州柴油机厂
罗尔斯-罗伊斯ROLLS-ROYCE
中船重工第711研究所

配件供应
船方供
船方供
修理方供

预算金额/万元
63
106
118

周期/天
25
10
25

招标公告
我段决定采取公开招标方式确定粤海铁3号2018年坞修项目关键设备修理单位。招标人为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机辆轮渡

段。（项目编号：海铁机招字[2018] 006 号 ），欢迎合格的投标人前来投标，参加本项目的招投标工作。
一、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粤海铁3号关键设备修理项目

清澜·水一方滨海度假酒店项目位于文昌市中心城区东临八
门湾地段，建设单位为文昌民峰投资有限公司，项目总用地面积
125741.56平方米（折合188.61亩）。该项目修规经第50次文昌
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规划指标为：总用地面积125741.56
平方米（折合188.61亩），总建筑面积148911.27平方米；该项目
用地（含二类居住用地、旅游度假用地）两宗地块，其中二类居住
用地总用地面积33308.28平方米（折合49.96亩），总建筑面积
62521.27平方米（其中地上计容建筑面积50290平方米、地下总
建筑面积12231.27平方米），容积率1.5，建筑密度19%，绿地率
48.86%，建筑限高11层（33米），住宅总户数376户，总停车位
338辆；旅游度假用地总用地面积92433.28平方米（折合138.65
亩），总建筑面积86390平方米（其中地上计容建筑面积74390平
方米，地下总建筑面积 12000 平方米），容积率 0.8，建筑密度
19.47%，绿地率58.19%，建筑限高10层（36米），酒店总客房数
675套，总停车位416辆；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
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项目修规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5天（2018年11月1日至 11月15日）；
2、公示方式：海南日报、文昌市政府网、建设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up0898@163.com；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经济开发区市政府大院

西副楼一楼文昌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管理室，邮政编码571339；
（3）意见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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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018，联系人：周文丽。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清澜·水一方滨海度假酒店修建
性详细规划及建筑设计公示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11月1日

公 告
李登飞、陈意同志：

因你们连续旷工，其中：李登飞（3729251990****6910）自
2018年6月1日起至今；陈意（4306031990****0511）自2017年
9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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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内到海口综合维修段人事劳

资科报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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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维修段人事劳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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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维修段

2018年11月1日

关于《琼海·大路镇七星湖旅游区总体规划
（2018-2030年）暨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公示

《琼海·大路镇七星湖旅游区总体规划（2018-2030年）暨控制性详细
规划》已编制完成，规划范围为七星湖周边开发边界用地，西侧及西南侧至
七星湖水体边界，东、北、西北及东南侧以“多规合一”开发边界为界。规划
范围面积为254.33公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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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个工作日（11月1日至12月12
日）。2、公示地点：海南省琼海市政府门户网（http://qionghai.hainan.
gov.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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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

琼海市文化体育中心建设项目规划修改的公示
琼海市文化体育中心建设项目规划修改论证报告（琼海市嘉积城

区城南片区控规S7-3-08、S7-5-03/04、S7-6-01、S7-6-04/05/06
地块）已编制完成，用地位于琼海市城南片区南部，万泉河路东侧，用
地面积为41.57公顷。现拟修改用地规划性质和规划控制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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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个工作日（11月1日至12月12日）。2、公示地点：海南
省琼海市政府门户网（http://qionghai.hainan.gov.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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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关于《海口市下洋瓦灶棚户区改造策划及规
划修改》C0402-1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为妥善解决夏瑶一期用地遗留问题，加快推进土地置换工作，经
报海口市政府同意，拟按控规调整简易程序对下洋瓦灶片区C0402-
1地块规划指标进行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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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
至11月21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规划委员会网站（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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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5房海口市规划委员会详细规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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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3，联系人：蒙波。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11月1日

蓝城印象项目建筑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蓝城印象项目位于海口市海盛路北侧长秀开发区，属《海口市长秀

片区A区控制性详细规划》C1601地块范围。项目于2012年8月批建
12栋地上18-30层，地下2层商务楼、住宅楼。现建设单位申请调整部
分住宅户型、屋面机房、配套用房及地下室轮廓等内容。经审查，调整方
案符合控规指标及技术规定要求。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
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8年11月 1 日至
11月 14 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规划委员会官方网站（http://ghw.
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
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
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规划委员会城市设计处，邮政编
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
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赵浩。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11月1日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论证通过，我委拟按程序修改《文
昌市航天大道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QL2-6-2、QL3-4-1 等地
块及周边道路。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现按程
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18年11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
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sghwyh@

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开发区市政府大院西
副楼一楼文昌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编制室，邮政编码：5713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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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128，联系人：林莉娴。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关于进行《〈文昌市航天大道片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QL2-6-2、QL3-4-1等地块及
周边道路规划修改论证报告》公示启事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11月1日

“爱我国防”大学生演讲比赛落幕
遴选出4名优秀选手参加全国比赛

据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记
者白瀛）魔法奇幻电影《滴答屋》将于
11月1日起在中国上映。该片改编
自约翰·贝拉斯1973年创作的哥特风
格恐怖小说《墙上有一个钟的房子》，
由杰克·布莱克、凯特·布兰切特、欧
文·瓦卡罗等主演。

中国发行方 10月 31 日在京介
绍，该片故事发生在20世纪，孤儿路
易斯搬去和叔叔一起住在一栋神秘老
房里，不小心唤醒了亡灵，让沉睡的城
镇建筑摇身变为巫师的隐秘世界。

500多部影视作品参展
第14届中美电影节

据新华社洛杉矶10月30日电 （记者谭晶
晶）第14届中美电影节30日在美国洛杉矶拉开
帷幕，数百位中美影视界人士参加了在好莱坞里
卡多·蒙塔尔班剧院举行的开幕式。

开幕式上，主办方揭晓了年度最佳电影、最佳
制片人、最佳男女主角、年度杰出成就奖等20个
奖项，并为获奖者颁奖。《红海行动》获年度最佳电
影奖，周润发、李冰冰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巨
齿鲨》获年度最佳中美合拍电影奖。

在动画片《寻梦环游记》中配音的美国演员安
东尼·冈萨雷斯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很高
兴看到《寻梦环游记》受到中国观众的喜爱，“我希
望能参与更多的美中合拍电影，为增进两国文化
交流贡献自己的力量”。

电影节期间将有500多部中美影视作品参
展，组委会还邀请中美主流影视公司共同举办影
视高峰论坛、中美影视合作研讨会、中美电影节大
学之夜等活动，还将在洛杉矶、旧金山等城市的电
影院线和放映场地举行中美电影展映活动。

中美电影节于2005年由美国鹰龙传媒公司
发起主办，每年10月底至11月举行，旨在推动中
美电影人的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与友谊。

魔幻片《滴答屋》今天上映

《滴答屋》海报

10月30日，小学生版舞台剧《赤壁》在国家
大剧院上演。该剧以国家大剧院原创京剧《赤壁》
为蓝本，其舞台美术、舞蹈演出等均由北京小学生
创作完成。图为扮演曹操的小演员在表演。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小学生版《赤壁》登陆国家大剧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