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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铜锣湾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2018年11月 23 日下午15：00在我司拍卖大厅按

现状净价公开拍卖：位于万宁市万城镇建设南街，建筑面积为230.62m2的
一幢三层商业楼（产权证号为：万宁市房权证万城字第10233号）

竞买保证金：人民币40万元，参考价：160万元。
注：以下人员不得参与标的物的竞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农发行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日前一天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11月22日17：00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

买手续（以保证金到账时间为准）。
联系电话：0898-31302088 13637647779邓女士
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1号景瑞大厦A座21层

全 国 青 年 文 明 号 中 国 AAA 级 资 质 拍 卖 企 业
ISO9001-2015 认证企业 海南省品牌创建示范企业

总面积达一万四千余平方米的海口市档案新馆开建在即。新馆建
成后，将做为展示海口历史文化、展现全体海口人民建设美丽家园壮丽
画卷的公共文化设施向全社会开放。为更好地留存海口记忆，海口市档
案馆现向社会征集相关档案资料：

一、征集的范围和内容
（一）民国及上溯各朝代形成的与海口地区有关的各种文告、契约、

印章、来往信函以及重要的碑刻、拓片、书报、钱币等。
（二）新中国成立以前府海地区革命斗争和群众运动中形成的或与

海口有关的各种档案史料、实物等。
（三）建国以来国家领导人、省级主要领导及国内外知名人士在海口

形成的文件、讲话、题词、照片、录音、录像等。
（四）反映本行政区域内重大事件、风土民情、民俗文化等各种文物、

地图、照片、报刊、书籍等。
（五）反映海口经济和社会发展、城市变迁、农村建设历程的文字、照

片、录音、录像、实物等。
二、征集办法
1、捐赠：由市档案馆向捐赠者颁发收藏证书或荣誉证书;
2、寄存：以寄存的方式交市档案馆代为保管;
3、征购：经双方友好协商购买，其所有权归市档案馆；
4、复制：复制件留存市档案馆，原件奉还本人。
三、联系方式
地址：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办公区16号南楼3楼3045市档

案局征集编研科
联 系 人：王女士 欧先生
联系电话：（0898）68704906 13648620961
电子邮箱：wtao@haikou.gov.cn

海口市档案馆
2018年11月

海口市档案馆关于征集民间档案资料的公告

琼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海综执告字﹝2018﹞第10号

王春伟：
你于2018年5月16日在琼海市博鳌镇沿河路20号因违

法建设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三条
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法律条
款），本机关将对你作出：拆除该违建楼房第七层（面积100平方
米）、第八层（面积100平方米）、第九层（面积100平方米），并处
罚款￥123900.00元（壹拾贰万叁仟玖佰圆整）的行政处罚。

一、如你对该处罚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你可以在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3个工作
日内，到琼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进行陈述和申辩。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
你有权要求举行听证。如你要求听证，应当在收到本告知书之
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回执寄（送）到琼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逾期
视为放弃听证。

机关地址：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豪华路231号
联系电话：0898-62938219 邮政编码：571400

琼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8年11月13日

琼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海综执告字﹝2018﹞第12号
王春伟、孟永、王伟、王春海、王春刚、高琳玮、马艳霞、王少珍、
王天丰、王春彪、王素萍、孙伟、王运霞、覃琼珍、王春锋、孙秀
玲、王天彬、孙慧、王天康、王天路 ：

你们于2018年5月16日在琼海市博鳌镇沿河路20号
因违法建设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
十三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
条（法律条款），本机关将对你们作出：拆除该违建楼房第七层
（面积202.5平方米）、第八层（面积202.5平方米）、第九层（面
积 202.5 平方米）、及楼梯室（27.88 平方米），并处罚款
￥254206.40元（贰拾伍万肆仟贰佰零陆圆肆角）的行政处
罚。

一、如你们对该处罚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你们可以在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到琼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进行陈述和申辩。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的规
定，你们有权要求举行听证。如你们要求听证，应当在收到本
告知书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回执寄（送）到琼海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逾期视为放弃听证。

机关地址：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豪华路231号
联系电话：0898-62938219
邮政编码：571400

琼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8年11月13日

琼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海综执告字﹝2018﹞第11号

王春伟、张继红、孟永、王伟、吴艳良 ：
你们于2018年5月16日在琼海市博鳌镇沿河路20号因违法

建设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三条的
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法律条
款），本机关将对你们作出：拆除该违建楼房第七层（面积200平方
米）、第八层（面积200平方米）、第九层（面积200平方米）、及楼梯
室（27.78平方米），并处罚款271741.4元（贰拾柒万壹仟柒佰肆拾
壹圆肆角）的行政处罚。

一、如你们对该处罚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你们可以在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3个工作
日内，到琼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进行陈述和申辩。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
你们有权要求举行听证。如你们要求听证，应当在收到本告知书
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回执寄（送）到琼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逾
期视为放弃听证。

机关地址：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豪华路231号
联系电话：0898-62938219邮政编码：571400

琼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8年11月13日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注销土地证部分宗地通告
海土资琼山字〔2018〕383号

王海向我局申请办理划拨地补办出让手续。经查，申请宗地位于
海口市琼山区龙昆南路金竹花园，原土地权利人为李家俊等，共有十
一本土地使用权证，属共有宗地，土地证号分别为府城-4700、4701、
4702、4703、4704、4705、4706、4707、4708、4709、4710号，发证总
面积为3980.8平方米。根据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2018）琼0107
执645号执行裁定书，王海取得金竹花园A栋601号房的房产权益，
该房屋所有权应分摊的土地使用权面积为14.76平方米。现我局决
定通告注销府城-4700、4701、4702、4703、4704、4705、4706、4707、
4708、4709、4710号土地使用权证项下宗地中14.76平方米土地。如
有异议，请自通告见报之日起1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琼山分局提
出，逾期不提出则视为无异议，我局将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办理后续
手续。特此通告。0898-65860290

2018年11月8日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7)琼0106执3299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7)琼0106执3299号执行裁定
书，本院将于2018年12月6日10时至2018年12月7日10时止在
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海口市华信路5号
华信大厦第十三层。起拍价:510万元，竞买保证金:100万元。

咨询时间：自2018年11月26日起至2018年11月30日16时
止接受咨询(双休日除外)，本次拍卖不组织看样。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 12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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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年十一月五日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8年11月15

日00:00－04:00对彩信中心平台进行优化升级。届时，您

的手机彩信业务使用将受短时影响。

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

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18年 11 月 13 日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8年11月15

日00:00-05:00对CDMA网络系统进行优化。届时，全

省CDMA手机通信业务使用将受短时影响。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遗失声明
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车务段遗失已作废增值税专

用发票，发票号码：4600163130，代码：06328616。

特此声明。

2018年11月12日

关于儋州星光绿城项目规划方案调整公示
儋州星光绿城项目位于儋州市白马井镇南片区A-6-1地

块。规划总用地面积114445.9平方米，该项目规划方案已通过市规
委办2018年第3次会议，原规划指标为：总建筑面积93450.72m2，
计容建筑面积68640.32m2，容积率0.6，建筑密度24%，绿地率
40%，停车位572个。现申请对原星光绿城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进行
优化调整，主要对原方案中的A户型、A1户型、B户型、B1户型、C户
型及综合楼的层高、门窗、外立面等进行了优化调整，部分户型增
加夹层。调整后的指标为：总建筑面积95372.42m2，总计容建筑
面积70203.62m2，实际计容面积68558.26m2，太阳能补偿面积
1645.36m2（不计容），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停车位不变。为征
求利害关系人和市民的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公示时间：
10天（2018年11月13日至11月22日）。公示地点：海南日报；儋
州市人民政务网（http://www.danzhou.gov.cn）；建设项目现
场。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85964957@qq.
com；（2）书面意见请送至儋州市那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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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23399715。

儋州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11月13日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8)琼0106执恢433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8)琼0106执恢433号执行
裁定书，本院将于2018年12月3日10时至2018年12月4日10
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海南省
昌江县石碌镇大坡十字路口西南侧(金坡广场)A幢01041号房。

起拍价：117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增价幅度：5千元。
咨询时间：自2018年11月26日起至2018年11月30日接

受咨询(双休日除外)，本次拍卖不组织看样(标的物属于毛坯)。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11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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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均由买受

人自行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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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铺招租公告
一、发包人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方分公司

二、基本情况

东方汽车站一二三层房屋4730平方米房屋，租赁年限8

年，经营范围为百货超市、家用电器、茶艺餐饮、特色小吃、水

吧、便利店、家具城等。

三、报名材料

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等。

四、报名时间

报名截止日期2018年11月20日17:30。

五、报名要求：

1.依法成立的企业，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200万元；

2.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3.具有良好的商业背景与信誉；

4.具有可履行与承租能力相当的资信；

5.目前正经营百货超市、家用电器、茶艺餐饮、特色小吃、

水吧、便利店、家具城等业态。

六、报名地点及联系方式

海南省海口市海府路24号海汽大厦10楼战略投资部或

东方汽车站三楼经营发展部。

符先生（海口）13307629552、

苏先生（东方）15008005138。

海汽东方分公司

2018年11月12日

注 销 公 告
琼中牙挽村百香果种养殖农民专业

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469036MA
5T3AEW7C,拟向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工商行政管理局红毛工商所申请注销，请
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合
作社办理相关事宜。

媒体运营经验推广进高校

本报海口11月12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
员张珂嘉 贺隽）11月11日上午，湖南卫视总编
室副主任汤集安受邀做客海口经济学院，为该
院传媒学院学子作了一堂题为“用青春 去热
爱”的讲座，传授他多年来从事媒体运营和宣传
推广的经验。

汤集安以多个金牌综艺节目和热播电视剧
等成功案例为例，从写作到新闻记者再到品牌
推广，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详细介绍了媒体转
型之路。

汤集安作为以营销见长的实操品牌专家，曾
担任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电视综艺节目《爸爸去
哪儿》《歌手》《声临其境》《幻乐之城》等品牌项目
宣传总负责人。

海口经济学院中广天择传媒学院创新教学模
式，自2017年以来，已陆续邀请了央视《新闻联
播》原主播李瑞英等10余位国内外知名传媒精英
现场授课，受到传媒专业学生一致好评。

本报海口11月12日讯（记者卫
小林）自10月19日、20日两晚在省
歌舞剧院举行两场首演后，国家艺术
基金2018年度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
目——海口市琼剧演艺有限公司（原
海口市琼剧团）创排的大型原创历史
传奇琼剧《红树林》就主动下基层进行
惠民巡演。截至11月12日，该剧已
下基层惠民演出14场，这是海南日报
记者12日从海口市琼剧团获悉的。

据介绍，从10月25日起，《红树
林》剧组就深入革命老区、边远和贫
困地区以及红树林保护地区进行惠民
巡回演出，10多天来，剧组几乎没有
休息，先后到达定安县城、文昌冯坡

镇文堆村、海口遵谭镇儒顺村、海口
大致坡镇道统村、海口甲子镇益民
村、海口龙桥镇儒陈村、海口桂林洋
长排村、海口演丰镇演中村、海口凤
翔街道那央兴贤村、文昌罗豆农场西
坡村、海口大同街道，11月9日参演第
三届海南省艺术节，其后又到屯昌新
兴镇李芽下村、文昌东阁镇官建村、海
口海甸街道福安社区演出，每到一地，
均受到戏迷热烈欢迎。

海口市琼剧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红树林》剧组此次送戏到基层巡演，
所有参加海口首演的演员悉数登台，
不过首演时的大型舞台布景在基层难
以派上用场，该团特地请舞美人员绘

制了下基层巡演版布景，乐队、布景和
演唱都以高度专业性赢得戏迷点赞。

据悉，《红树林》剧组计划到更多
革命老区、边远贫困地区及红树林保
护地区巡演，剧组将通过边演边改打
磨的形式，对全剧进行进一步提升，计
划2019年冲刺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
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第16届中国
戏剧节、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
演等国家级大型展演。

深入革命老区、边远和贫困地区以及红树林保护地区进行惠民巡演

琼剧《红树林》下基层演出14场

本报三亚11月12日电（记者
林诗婷 徐慧玲）11月11日晚，爱奇
艺独播的文旅节目《三亚遇见你》新
闻发布会暨音乐会在三亚水稻国家
公园田野狂欢山水实景剧场举行。
三亚水稻国家公园与爱奇艺视频达
成战略合作，共同打造“文化+旅游”
特色品牌节目，在该景区开机录制，
推广琼岛旅游文化，传播三亚魅力。

当晚，喜剧演员句号、歌手刘艺
等人登台表演了节目，与现场3000
多名观众一起分享了一场文化盛宴。

据悉，《三亚遇见你》是爱奇艺打
造的单身男女旅行交友情感类节目，
将打造成一档没有地域限制、零门槛
的平民化励志青春型活动，节目采用

“旅游+相亲交友+文化+农业”模
式，分批次共邀请7000人来海南，每
期进行5天4晚的节目录制，由爱奇

艺独家播出，节目共录制24期。
“选择在三亚水稻国家公园录制

这档节目，主要是因为景区内的乡村
田园、婚庆花海等自然风光这些元素
很符合我们节目所希望呈现的大众
化、平民化特点。”《三亚遇见你》导演
梁振宇在发布会上说。

发布会上，爱奇艺还与三亚水稻
国家公园签署了联合打造《三亚遇见
你》大型文旅秀的战略合作协议。

三亚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三亚加强重大活动举办和文
化交流力度，加快构建‘旅游+’多元化
产业发展格局，鼓励‘农业+旅游’产业
融合发展，为旅游产业注入新活力。”
他希望通过爱奇艺和众多主流网络媒
体的传播优势，助力三亚旅游品牌的
宣传推广，鼓励三亚旅游企业走向国
际化文旅融合发展之路。

欢乐节短视频挑战赛开启
本报海口11月12日讯（记者赵优）11月12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2018年（第十九届）欢乐节组
委会获悉，由该组委会发起的“欢乐有你 秀出精
彩——2018海南欢乐节欢乐视频挑战赛”日前启
动，优秀作品有机会获奖。

根据活动规则，参与者登录抖音、微视，以
《好享海南》《请到天涯海角来》《请你常到海南
来》等推介海南的歌曲为表演背景音乐，创作舞
蹈或创意短视频。视频需围绕本届欢乐节“好
享海南，欢乐有你”主题展开创意，可结合当下
热门玩法，展现才华、创意、美貌、个性，营造健
康欢乐的氛围。

本次挑战赛将于11月20日截止，届时组委
会将根据抖音、微视视频的点赞、转发量评选获奖
者，中奖名单将在11月22日在公众号发布。

爱奇艺开录《三亚遇见你》
节目分批邀7000人来琼，每期录5天4晚，共录24期

➡ 11月10日，琼剧《红树林》剧
组在屯昌新兴镇李芽下村演出。

李少雄 摄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记
者白瀛）根据莫言同名长篇小说改编
的歌剧《檀香刑》，将于12月4日、5日
登陆国家大剧院。该剧以清末德国殖
民侵略山东半岛引发人民抗击外敌暴
行事件为背景，讲述带头领导这起反
殖民斗争的民间艺人孙丙将被施以

“檀香刑”过程中的情仇家恨。
出品方山东艺术学院党委书记马

东骅12日在京介绍，歌剧《檀香刑》由
莫言和山东艺术学院教授李云涛共同
编剧，李云涛作曲并历经6年创作完成，
是莫言小说首部改编为歌剧，作为
2016年度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创
作资助项目，曾参演第三届中国歌剧节。

莫言说，小时候在农村，听了很多
民间戏曲，受了浓厚戏曲艺术熏陶，因
此在自己的小说中出现了大量戏剧性

元素，而自己对戏剧创作也充满了兴
趣。“以前主要精力是写小说，去年开
始写戏，还了多年的愿望，也算是对哺
养了我成长的戏剧的反哺。”

导演陈蔚介绍，《檀香刑》运用山
东琴书这种传统说唱形式与歌剧构成
双重叙事结构，并在旋律、和声等方面
吸收了山东地方戏曲茂腔的艺术特
色，有效地推动歌剧的戏剧性发展。

莫言歌剧《檀香刑》将登陆国家大剧院

据新华社首尔11月12日电（记
者陆睿 王婧嫱）第二届中韩国际电影
节颁奖礼12日在韩国首尔奥林匹克中
心举行，近千名中韩电影界人士出席。

本届电影节由中韩国际电影节组
委会携手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共同

举办，致力于促进中韩电影交流合作。
张国立担任本届电影节中方评审

委员长，韩国导演李明世担任韩方评
审委员长，李冰冰、叶璇和韩国电影人
郑俊浩、文贤盛等出任评委。

颁奖典礼上，一批优秀的中韩影

片和电影人收获多个奖项，其中中国
演员林永健获电影表演艺术奖，中国
电影《大破天门阵》获最佳故事片奖。

2017年9月，首届中韩国际电影
节在首尔举行，为中韩两国电影文化
的融合与创新搭建了新的平台。

第二届中韩国际电影节首尔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