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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洋浦晋泰实业有限公司遗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证 号 ：
460300000016784 ; 税务登记
证 正 、 副 本 ， 证 号 ：
460040676095556 ， 组织机
构 代 码 证 正 、副 本 ，证 号 ：
676095556;银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6410007513402;声明作
废。

公告
海口大坤和商贸有限公司，贵司尚

有一批货物质押给我司，根据贵司

与我司签订的《衡水老白干金融物

流合作合同》、《山东兰陵美酒金融

物流合作合同》、《合作协议》,质押

期间的运输、装卸、仓储等费用由

贵司支付，并按照年利率12%及实

际占用该笔融资款的天数计算支

付利息。请贵司自本公告之日起

五个工作日内到我司办理付款赎

货及结清费用等事宜。逾期不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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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海南盈嵩贸易有限公司，贵司尚有
一批货物质押给我司，根据贵司与
我司签订的《物流服务协议》，质押
期间的运输、装卸、仓储等费用由
贵司支付，并按照《物流服务协议》
约定12%年利率及实际占用该笔
融资款的天数计算支付利息。请
贵司自本公告之日起五个工作日
内到我司办理付款赎货及结清费
用等事宜。逾期不办理，我司将对
该批货物进行处理。
特此公告
海南农垦现代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2日

广告

1315）,车牌号为琼 AB5591“瑞

沃”牌卡车，2012年9月1日转让给

王 旭 光（身 份 证 ：460036****

4116）。上述车辆自转让之日起的

相关责任由受让人承担，与我司无

关。特此公告！海南农垦现代物产

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11月12日

注销公告
海口新华聚粹轩艺术工作室拟向

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申请注销，请

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理，我司将对该批货物进行处理。

特此公告。海南农垦现代物产集

团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2日

公告
海南农垦现代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原有的车牌号为琼 AK2562、琼
AK2902的“瑞沃”牌卡车及车牌
号为琼AK7195的“瑞沃”牌卡车，
分别于自2012年9月1日及2012
年 10月 1日转让给甘学训（身份
证：460030****3915）。车牌号为
琼AK6952、琼AK5302的“瑞沃”
牌卡车，2012年10月1日转让给
金 志 森（身 份 证 ：460035****

▲符小银遗失居民身份证，证件编
号：460027198905185946，特此
声明。
▲吴定一遗失儋州市被证地农民
安置人员证一本，证件编号：儋安
置（木棠）字第4653号，声明作废。
▲海南远宏广告设计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一本，
核准号:J6410020274101，特此
声明作废。
▲陈柏庭不慎遗失士兵证，证号
为: 兵字第17408951号 ，声明作
废。
▲三亚塔米食品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20003389301，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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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 求

商铺、厂房招租
现有数间商铺、厂房招租

联系电话13005096553

本报讯 （记者卫小林）海南省
2018年“关爱生命，安全发展”大型
公益电影巡回放映活动日前在全省
范围内同步开展，计划在全省巡回放
映250场，这是海南日报记者从省电

影发行放映协会获悉的。
据介绍，此次公益电影巡映活动

在全省各市县展开后，巡映时间长达
半年，巡映地点包括工厂企业、学校、
乡村以及城镇的社区、广场等地，巡回

放映影片除了《战狼2》等优秀国产故
事片外，还有省应急管理厅提供的《安
全生产教育宣传片》，旨在让全省观众
既能看到优秀国产大片，同时也能看
到安全生产教育内容宣传影片，整个

巡回放映活动注重寓教于乐，突出群
众喜闻乐见。

本次巡映活动由省安全生产委
员会办公室指导，省应急管理厅主
办，省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协办。

阿尔及尔国际书展
掀起“中国热”

据新华社突尼斯11月10日电（记者黄灵）
阿尔及尔消息：第23届阿尔及尔国际书展10日
闭幕，中国首次作为主宾国参加了本届书展，参展
的2500多种精品图书受到当地民众欢迎。

阿尔及尔国际书展是北非地区大型图书出版
交流活动。书展期间，40多家中国出版单位的
100多名出版人及莫言、阿来等6位中国作家、学
者组成中国代表团与其他国家同行进行了积极交
流洽谈，展示了中国出版业的实力及合作能力。

“中国主题图书展区”展示了近年来出版的
2500多种精品图书，其中学汉语的图书受到热
捧，开展前3天就全部售罄；阿文、法文版图书、儿
童读物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创产品持续热销。
内容丰富充实的中国主宾国展台是整个书展中人
气最旺的区域。

中方还以主宾国身份举办了多场专业交流活
动。来自阿尔及利亚和其他国家的观众在参观完
中国展台后纷纷表示，此次中国主宾国活动将在
北非地区掀起一轮“中国热”。

中英艺术家联手打造
儿童剧《跷跷板树》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记者周玮）由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出品、中英儿童剧艺术家联手
打造的经典儿童剧《跷跷板树》，将于12月22日
在中国儿童剧场首演，为小朋友们送上一份新年
贺礼，首轮将演出20场。

据介绍，《跷跷板树》是英国著名儿童剧作家
大卫·伍德的原创剧目。此剧把观众带入到虚拟
的世界里，透过橡树上的生物，以别样视角审视人
类行为，用充满趣味性的演绎和委婉的教育传递
出环境保护概念，冀望观众们懂得要保护自己赖
以生存的环境，而非牺牲环境来谋取商业利益。

为实现原汁原味，在大卫·伍德的力荐下，中
国儿艺特邀英国儿童戏剧家亚当·斯塔福德担任
英方导演，与中国儿艺青年导演毛尔南共同执导。

中国儿艺院长尹晓东表示，中国儿艺有足够
的信心去呈现各种不同风格的外国作品。此剧力
争既能保持英国儿童剧原汁原味的风貌，也能体
现中国艺术家对这部作品的中国表达。

西班牙中文演讲比赛结束
据新华社马德里11月10日电 （记者冯俊

伟）西班牙第五届“中汇杯·我是超级演说家”演讲
比赛决赛10日在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举行，来自
8所中文学校的23名7岁至17岁学生分别参加
幼年组和青少年组角逐，西班牙中文学校师生代
表、旅西华商代表和各界人士约100人出席。

本届比赛由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主办、马德
里中国文化中心特别支持、西班牙华文媒体欧华
传媒集团策划承办。“我是超级演说家”活动今年
已是连续第五年举办，活动旨在激发海外华裔青
少年和外籍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增强当地民
众对汉语和中华文化的了解。

“同唱友谊歌”演唱大赛
越南赛区决赛落幕

据新华社河内11月11日电（记者陶军 黄朝
晖）10日晚，由中国广西人民广播电台与越南国家
歌舞剧院联合举办的“同唱友谊歌”——2018中越
歌曲演唱大赛越南赛区决赛在越南首都河内妪姬
演艺中心举行。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越南
赛区共有5个选手和组合入围总决赛。

当晚，来自河内、岘港和胡志明市三个分赛区
的21个选手和组合参加决赛。选手们倾情演唱
了《我爱你中国》《守望相助》《木棉花》《越南我的
家乡》等脍炙人口的中越歌曲，赢得观众阵阵掌
声。最终，The AK组合、裴氏黄燕、Acapella组
合、阮德松、黎氏峰入围总决赛。

“同唱友谊歌”中越歌曲演唱大赛始于2005
年，通过中国人唱越南歌、越南人唱中国歌方式，架
设增进中越两国人民友谊的“音乐桥”。2010年
起，大赛总决赛每年轮流在中越两国举办一次。本
届总决赛将于11月28日在中国广西南宁举行。

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记者尤
梦瑜）“一转眼，三十年”，伴随悠扬的旋
律，由海南大学等单位创排的音乐剧
《我们这一代》11月11日晚在海口华人
国际剧院上演。这是该剧参评第三届
海南省艺术节的正式演出，也是该剧入
选“2018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
作品展演剧目（海南站）”的演出。

该音乐剧以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周年为主线，以热带作物中的橡胶事
业为切入点，讲述了一代又一代海南大
学师生为新中国建设、改革开放和海南
建省办经济特区奉献的动人故事，也彰
显了海南人民对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信心与决心。

舞台上，演员们通过歌声、舞蹈等
多种方式塑造出一个个饱满的人物形
象。音乐剧分 6个部分，主要讲述
1988年毕业生林家鹏、郝健、李婷、邱
冰等人不同的就业选择带来的不同人
生轨迹。林家鹏和李婷选择在学校作
橡胶技术改良研究却并无起色，迷茫
之时，曾经的班主任王老师用他本人
的故事鼓励二位年轻人永不言弃。最
终，他们研究出了新一代橡胶种植技

术，在国内取得了较好的示范效

应。校庆60周年那天，林家鹏把这种
精神、责任和使命传递给了年轻的大
学生，一代又一代人传承接棒，体现了

“海纳百川、大道致远”的海南大学校
训，为中国热作事业和实现伟大的中
国梦作出了海南大学的贡献。

该剧编剧、海南大学艺术学院党
委副书记杨元广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这部剧筹划了近两年时间，主创、演员
等全班底均为海南大学师生。创作
时，他们在真实人物原型基础上进行
艺术处理，突出体现了海大人发扬特
区精神、永不放弃青春梦想等主题。

为了让音乐剧青春时尚的特点更
好地发挥出来，音乐剧也参考了国外
成功音乐剧的制作方法，用宏大的群
戏场面，来衬托人物此时的激荡心情，
把本来比较单调的单人或双人舞台场
面，变成更具观赏性的群戏场面。

“海南大学60年的发展历史与闯
海人的文化互相照应。”该剧导演、海
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邓菡彬说，团
队力图从多个艺术维度使这部剧能呈
现出海南大学一代代闯海人的精神风
貌，讴歌为祖国的发展而作出奉献的
时代英雄。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11月10
日晚，著名导演林超贤率《红海行动》
剧组到广东佛山领取了百花奖5个
奖项后，次日又赴厦门开拍新片《紧
急救援》，这是海南日报记者11月11
日从其新片出品方博纳影业集团海
南办获悉的。

据介绍，《紧急救援》是中国第一
部海上救援打捞题材影片，林超贤
此前两部荣获口碑和票房双丰收的
影片《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都是
与博纳影业集团合作拍摄的。11月
10日晚，在广东佛山举行的第27届
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上，《红海行动》
一举荣获第3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
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配角、最佳
女配角和最佳新人5项大奖。林超

贤领奖次日就赶到厦门，在那里开拍
了这部新片《紧急救援》。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紧急救
援》故事聚焦于海上救援打捞领域，
主演包括彭于晏、王彦霖、辛芷蕾
等。为完成片中任务艰巨的海上救
援任务，彭于晏和王彦霖已在厦门和
珠海两地进行了多日秘密训练。

据悉，林超贤这部新片将比之前
几部影片的场面更宏大，紧张程度更
高，加之是海上救援内容，拍摄起来
难度大，后期制作耗时将更长，但带
给影迷的震撼也一定会是意想不到
的。由于国外特效制作公司给出的
后期制作时间需要6个月至8个月，
所以片方初步预估定档时间最快将
是2019年底。

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记者尤
梦瑜）今年是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暨人
民币发行70周年。海南日报记者近
日从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获
悉，“中国名片——人民币发行70周
年纪念展”（海口站）将于11月15日
至23日在省博物馆举行，届时，将有

500余件钱币珍品与公众见面。
人民币作为中华文化与历史传

承的特殊载体，以独特的方式见证并
记录着70年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
化、科技等诸多领域的发展变化和巨
大成就。此次展览是向社会公众宣
传、普及人民币知识，充分展示人民

币作为“中国名片”魅力的重要平台。
据介绍，本次展览将从人民币“生

产、发行、流通”等多个环节着手，通过
上百幅照片、500余件实物，见证人民
币的美、靓、值，静听人民币背后苦、
乐、甜的故事。展览以实物和图片展
出为主，兼具文献、音频、视频、互动体

验等形式，将向公众展示人民币的精
湛印制技艺、发展传承和独特魅力。

此次展览由中国人民银行货币
金银局主办，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
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承办，中
钞华森实业公司、海南省钱币学会协
办。公众可前往省博物馆免费参观。

人民币发行70周年展15日海口亮相
讲述人民币背后的故事

我省开展安全主题公益电影巡映
全省计划巡回放映250场

率《红海行动》剧组10日赴佛山领取5项百花奖

林超贤11日厦门拍新片《紧急救援》

音乐剧《我们这一代》海口演出剧照。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据新华社电（记者魏忠杰 李佳）
为期一周的第25届明斯克国际电影
节9日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落下帷
幕，中国影片《江湖儿女》荣获最佳导
演和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

共有来自 48 个国家和地区的
167部影片参加了本届电影节，其中
有12部影片入围主竞赛单元。最终，
中国导演贾樟柯凭借新作《江湖儿女》
获得最佳导演奖，该片主演赵涛获得
最佳女演员奖。

此外，罗马尼亚导演拉杜·茹德执
导的影片《你为此而生》摘得本届电影
节最佳影片“落叶时节金奖”；俄罗斯
演员斯捷潘·杰沃宁凭借在影片《世界
之心》中的表现摘得最佳男演员奖；越
南影片《三太太》获得评委会特别奖。

明斯克国际电影节是波罗的海、
中亚及中东欧地区重要的竞赛性电影
节之一。首届电影节于1994年举办，
此后每年举办一次。

第25届明斯克国际电影节落幕

《江湖儿女》获两项大奖

京味经典小说集发布
据新华社电（记者史竞男）“京味

儿经典”长篇小说集11月10日在京
发布。该小说集以现实主义视角，透
过书中人物和传奇故事展现了北京
40年来的社会变迁和生活变化。

据介绍，此次“京味儿经典”长篇
小说集的整理出版，包括作家刘一达
所著《红案白案》《传世猫碗》《画虫儿》
《百年德行》《人虫儿》《故都子民》《傍
家儿》《胡同根儿》《大酒缸》等作品。
其中，已有五本小说被改编为影视作
品，在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 林超贤（右一）在《紧急救援》开机仪式现场。

贾樟柯通过屏幕发表获奖感言。
新华社发（马祖列维奇摄）

音乐剧《我们这一代》亮相省艺术节
展现老一代橡胶事业工作者的无私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