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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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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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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告

(2018)琼01强清9-1号
本院根据姚争光的申请,于2017年12月22日裁定受理海南

盈义通实业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8月30日指定
海南泽田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晰、乔磊、陆霍组成清算组,负责海南
盈义通实业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工作。海南盈义通实业有限公
司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向海南盈义通实业有
限公司清算组(通讯地址:海口市国贸北路18号德派斯大道c座
19-20层;联系人:刘晰,电话:13907585578，0898-36613001;
陆 霍,13518841077; 乔 磊,13518823827; 传 真,0898-
36613033)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清算
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海南盈义通实业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海南盈义通实业有限公司清算组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1月16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
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
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岀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0一八年八月三十日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8)琼0106执1416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8)琼0106执1416号执行裁
定书，本院将于2018年11月22日10时至2018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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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长怡
路 23号城市海岸一期 14#蓬莱阁 16幢 3层 302房。起拍价:
3601656元，竞买保证金:55万元。咨询时间:自2018年11月12
日起至2018年11月16日16时止接受咨询(双休日除外)展示看样
时间:2018年11月16日上午10时至11时(自行前往看样)。有意
竞买者请于2018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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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按国家规定
各自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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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五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琼01执617号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湛江仲裁委员会(2018)湛仲字
第808号调解书及权利人符策越的申请，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符
策越与被执行人海口隆柏旅业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海口隆柏旅业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海口市龙昆
北 路 18 号 柏 园 雅 居 小 区 第 14 栋 别 墅 ( 不 动 产 权 证 号:
HK358897)的不动产权过户登记至符策越名下。如对上述财产
权属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
出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分上述财产。

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五日

海花岛2号岛二（一）至二（四）期
项目外立面优化变更公示2018-31

海花岛2号岛二（一）期位于儋州滨海新区第四组团

2-03-3地块，2号岛二（三）期位于儋州滨海新区第四组团

2-03-9地块，2号岛二（四）期位于儋州滨海新区第四组团

2-03-7地块，本次变更为G1至G6户型，共计23栋楼；2号

岛二（二）期位于儋州滨海新区第四组团2-05-1地块，本次

变更为L1至L5户型，共计34栋楼。

现建设单位拟对项目外立面进行优化调整，玻璃幕墙调

整为铝格栅、屋面造型调整、调整腰线及飘带位置与长度、增

加空调机位、调整门廊位置。

1、公示时间：10天（2018年11月5日至11月14日）。

2、公示地点：儋州市人民政务网（http://www.danzhou.

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至85964957@qq.com；

（2）书面意见请送至儋州市那大镇东风路老市委一楼规

划委员会规划管理科；

（3）为便于联系意见反馈人，请写明真实姓名、地址及联

系电话；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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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23399715。

儋州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11月5日

讣 告
湘潭大学原力学教研室主任龚安特教授因病

医治无效，于2018年11月4日10点55分在海口

市仙逝，享年85岁。定于2018年11月6日10时

30分在海口殡仪馆举行遗体告别会，遵其遗愿，丧

事一切从简。谨此讣告。

儿:海星，女:滨星、沛星，

儿媳:鲜华，婿:跃湘、学蛟，

孙:洁、晨、茜、勋哀告。

2018年11月6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811HN0092 XZ201811HN0093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1、琼B10268奥迪小轿车，挂牌
价：22000元；2、琼E07065丰田牌小轿车,挂牌价：16863元；3、
琼AE6553别克牌小客车，挂牌价：16252元。公告期为：2018年
11月6日至2018年11月19日。对竞买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
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E交易网
（http://www.e-jy.com.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
www.ggzy.hi.gov.cn）查询。联系方式：海南产权交易所(地址：
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电话：66558026郭先
生、66553038 吴先生 66558023徐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8年11月6日

关于邀请参与海口市美兰区流水坡棚改-海口市英才小学滨江分校及美兰区中心幼儿园项目施工监理招标代理的公告
海口市美兰区流水坡棚改-海口市英才小学滨江分校及美兰区

中心幼儿园项目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滨江路与海府一横路交汇处，滨江
路以西、海府一横路以北。总用地面积为45327.28平方米，总投资
17614.2万元，建安费15474.96万元。现需向社会公开引进施工监理
招标代理单位，请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以密封报价函的

形式报到我司项目部，截止11月8日下午17点30分停止报价，逾期
不受。

联系地址：美兰区中贤村廉租房A栋二楼（海口市美兰区招商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洪国发，联系电话：15008014879

本报海口11月5日讯（记者卫
小林）2019年海南新年音乐会近日
敲定所有演出相关事宜，澳大利亚皇
家墨尔本爱乐乐团将于2019年1月
3日至4日来海南省歌舞剧院演出
两场，这是海南日报记者11月5日从
演出运营方海南圣诺田园文化传播
公司获悉的。

据介绍，皇家墨尔本爱乐乐团为
2019年海南新年音乐会演奏的曲目
已基本确定，上半场有威尔第歌剧
《纳布科》序曲，比才的《卡门》组曲
（包括《序曲》《阿拉贡舞曲》《间奏曲》

《塞吉第亚舞曲》），西贝柳斯的《芬兰
颂》，格里格的《培尔·金特》组曲（包
括《晨景》《奥斯之死》《安妮特拉之
舞》《在妖王宫中》），柴可夫斯基的
《花之圆舞曲》，下半场由中国传统曲
目《春节序曲》领衔，其后演奏约翰·
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德沃夏克
的《斯拉夫舞曲》，何占豪、陈钢的小
提琴协奏曲《梁祝》选段，吕其明的
《红旗颂》等，都是西方古典音乐和中
国音乐的经典之作。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皇家墨尔
本爱乐乐团成立至今已有160余年

历史，乐团拥有管弦乐团和合唱团两
个团体，是澳大利亚最古老的并且至
今仍在运营的著名乐团，其演出足迹
遍布世界各地。该乐团也是第一个
将许多世界著名乐曲引入澳大利亚
的乐团，包括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和
《第八交响曲》、门德尔松《第五交响
曲》以及莫扎特和海顿等人的诸多经
典曲目。2007年，皇家墨尔本爱乐
乐团首次受邀到中国访问演出，当年
先后在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举
办了16场音乐会，给中国乐迷留下
了良好印象。

2019年海南新年音乐会敲定
皇家墨尔本爱乐乐团将来海口演出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11月3日和4日，57岁的中国香
港著名歌手张学友在海口五源河体育
场连续举行两场演唱会，两场演出共
吸引8.6万名歌迷到场。对于北、上、
广、深这些大城市来说，举行一场几万
人的演唱会当然是“小菜一碟”，但对
海口却是一次“大考”。如何才能保证
演出效果达到一流？如何才能让8.6
万名歌迷会散场后有序离开？

每小时用电6480度

歌迷现场听张学友演唱会都有强
烈震撼感觉，这都是场内价值数千万
元的进口舞美、灯光音响装置起到
的作用。张学友团队为了装配这些设
施，整整用了6天时间。

五源河体育场相关负责人说：“他
们需要什么，我们都能马上准备好。”
演唱会期间，每小时用电量高达6480
度，两个多小时的演唱会，如果没有充
足的电力保证，很难出现令人震撼的
音响效果。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摄影记者张杰
购买的是680元的门票，他坐在看台
高层，离张学友演唱的舞台距离较
远。不过，现场的照明、扩音和同步大
屏幕直播多媒体联动系统，还是让张

杰大呼过瘾。“现场的气氛很好，真是
不虚此行，通过大屏幕也能和张学友
互动。”他说。

海南省律师协会会长廖晖购买的
是1980元的门票，他能近距离和张学
友互动。他说：“这场演唱会举办得很
成功，现场气氛非常震撼，海南具备了
举办这种大型演唱会的能力。”

8.6万名歌迷有序进退场

算上安保、工作人员和观众，每
一场演出有超过5万人要从海口四
面八方赶到五源河体育场，这对海口
的交通、服务保障是一个考验。如何
让这么多人有序地聚集和疏散？海
口市政府想了不少招数。

演唱会开始前几天，组委会就在
各大媒体发布“出行宝典”，详细告知
歌迷自驾车该怎么行驶和停车。海
南日报报业集团员工梁惠筠是张学
友“铁粉”，今年她曾赴澳门观看过张
学友演唱会，她自驾车前往五源河体
育场时生怕没有停车位。她说：“按
交警指挥，我把车停到了远大购物中
心，然后坐了10分钟摆渡车到达体
育场，真是方便快捷。”在她看来，海
口举办这类大型活动的组织能力并
不比一线城市差。

海口市政府相关负责人透露，海

口交警部门在五源河体育场周边设置
了1.2万多个停车位，海口公交集团
抽调了200多辆公交车进行服务保
障，很好地应对了演唱会观众停车等
需求，所有人都实现了有序进退。

将开启活动+商业模式

五源河体育场今年4月建成后虽

举办过中澳职业足球赛、周杰伦演唱
会等，但规模都不如张学友演唱会大，
后者仅耗电就是周杰伦演唱会的12
倍，这让五源河体育场声名鹊起。

五源河体育场相关负责人透露，
目前体育场的停车场是临时建成的
2000多个，未来将新建5000个停车
位。下一步，他们还将开启活动+商
业模式，让五源河体育场成为球迷、歌

迷看球、聊天、聚会的好地方。
这位负责人还表示，现在五源河

体育场仅有办活动的功能，歌迷或球
迷在活动前和活动后都“无事可干”。
体育场计划开发商业，以便为球迷提
供更完整的“活动链”，让他们赛前能
在五源河体育场内喝茶喝咖啡，赛后
还能喝喝啤酒吃吃东西。

（本报海口11月5日讯）

海口五源河体育场通过了“大考”
未来将新建5000个停车位 观众能在场内喝茶聊天吃东西

本报海口11月5日讯（记者尤
梦瑜 实习生朱乃飞）第四届全国中青
年舞蹈创编人才高级研修班11月5
日上午在海口开班。

据介绍，本次研修班的举办，旨在
通过舞蹈名家和大师的传道授业解
惑，提高中青年舞蹈创编人才的业务
能力，努力培养德艺双馨的舞蹈创编
人才。来自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
新疆、宁夏等近30个省、区、市及港澳
地区约130位舞蹈界中青年创编人才
参加此次研修。

据悉，本次研修班将持续7天，中
国舞协主席、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副
理事长冯双白，中国舞协分党组书记、

驻会副主席、秘书长罗斌等7位专家
学者，将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用舞蹈
艺术点燃精神火炬”“舞蹈创作问题研
究”等主题授课，学员们将通过理论学
习、专题研讨、作品赏析等多种方式，
切实解决在舞蹈创编中遇到的难题。

开班仪式上，海南省文联相关负
责人希望学员通过此次研修提升业务
能力的同时，了解海南的红色文化、海
洋文化、黎族苗族文化，发现海南故
事，让海南故事通过作品传播得更远。

本次研修班由中国舞协、中国文联
人事部、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海南省
文联共同主办，中国文联舞蹈艺术中
心、海南省舞协、海南省歌舞团承办。

全国舞蹈创编研修班海口开班
近30个省、区、市及港澳地区约130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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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在希望的田野上》
致敬施光南

据新华社杭州11月5日电（记者冯源）在拨
乱反正的金秋岁月里，《祝酒歌》唱出人民心声；在
改革开放的明媚春光中，《在希望的田野上》激发
人民奋进……作曲家施光南逝世已近30年，但是
他笔下的一首首歌曲至今脍炙人口。大型现实题
材原创歌剧《在希望的田野上》3日至4日晚在浙
江音乐学院首演两场，致敬人民音乐家施光南。

《打起手鼓唱起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多
情的土地》……一首首名作穿插在剧情之间，令观
众倍感亲切。在剧本创作中，施光南夫人洪如丁
提供了大量一手细节，它们多在舞台上精彩呈
现。施光南一生仰慕屈原，英年早逝前还在致力
创作大型歌剧《屈原》，因此，峨冠博带的屈原也穿
越到剧中，与施光南心灵对话。

中国传统手工艺术展
在洛杉矶举行

新华社洛杉矶11月4日电（记者谭晶晶）为
期5天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手工艺术展
览4日在洛杉矶的中华艺术宫开幕，葫芦烙画、剪
纸、丝绸画、泥塑等中国民间手工艺品以及中国书
画作品吸引众多参观者。

世界手工协会名誉会长陈元綵说，希望通过
举办这一展览向世界展示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积极推动中美文化交流。

洛杉矶当地电影导演沙米勒·厄法尼安告诉
新华社记者，自己正在拍摄一部与中国有关的电
影，希望通过观展汲取灵感。

美籍华人书画家孙晓华的书法作品此次参
展。他说，艺术是最能加强沟通、打动人心的交流
方式，希望这一展览有助于加深两国人民的相互
了解和友谊。

两岸电视主持新人大赛
台湾赛区决赛举行

据新华社台北11月4日电（记者刘欢 吴济
海）“第十届海峡两岸电视主持新人大赛台湾赛区
决赛”4日在新北市举行，最终3位选手胜出，获得
赴大陆参加最终决赛的机会。

决赛分两个环节，“黄金90秒自我介绍”环
节要求参赛者在短时间内展现主持功力和多元才
艺；“反应大考验”环节让参赛者与艺人嘉宾进行
模拟主持，考验语言表现力和临场反应力。

最终，邱宇昆、刘千嫚和庄凯杰从20位参赛
者中胜出，将在台湾接受主持培训增加主持技巧
后，代表台湾赛区前往福建福州参加总决赛，与大
陆各省份好手一起争夺主持新星宝座。

此次比赛由旺旺中时媒体集团和海峡卫视共
同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