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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1、项目名称：海南新兴港务有限公司环形消防通

道、场地硬化及污水沉淀池工程。

2、项目规模：消防通道长412.35米、宽8米，场地硬

化面积5957m2，污水沉淀池2个（具体见施工图）。

3、投标人资格要求：具备市政工程施工的企业。

4、报名时间：2018年12月7日至12月14日。

5、联系人：肖先生13876729958。

招标人：海南新兴港务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6日

工程招标公告 关于公示推荐参评第十六届文华大奖剧目的公告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十六届文化大奖初评

和文华表演奖申报工作的通知》（办艺发[2018]63号）和《海南省
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申报第十六届文华大奖初评办法》规定，
经评委会严格评审并报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批准，推荐
海南省歌舞团民族舞剧《东坡海南》参加第十六届文华大奖评选，
公示时间为2018年12月5日至12月12日。

如有异议，请以书面方式向评委会办公室反映，并提供必要
的证据材料，以便核实查证。提出异议者须提供本人真实姓名、
工作单位、联系电话等有效联系方式，以便核查。凡匿名、冒名或
超出期限的异议不予受理。联系电话：0898- 65338254、
65236529、65236530。通讯地址：海口市海府大道59号海南省
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艺术处 邮 编：570203 特此公告。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2018年12月5日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海口市长秀片区（A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D0205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示

为满足建筑高度降低后的项目建设要求，经请示海口市政府同
意，拟对D0205地块规划进行修改。为广泛征求公众和相关利害关
系人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用地位置：海盛路与长
怡路交叉口西北角。2、公示时间：15个工作日（2018年12月6日至

12月26日）。3、公示地点：海口市规划委员会官方网站（http://
ghw.haikou.gov.cn）。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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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3055房海口市规划委员会总体规划
处，邮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请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
将视为无意见。5、咨询电话：68724393，联系人：王田夫。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12月6日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关于《海口市海甸岛片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B1201-1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丹娜国际游艇都会项目（二期）用地属海甸岛片区B1201-1地块，
规划用地性质为商业用地。按照海南省政府房地产调控政策，拟对项目
建设内容进行调整，取消原方案产权式酒店部分，增建商务办公内容。
经报请海口市政府同意，我委启动了B1201-1地块规划调整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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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个工作日（2018年12月6日至2019年1月17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规划委员会官方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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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3房海口市规划委员会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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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94，联系人：陈晨。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12月6日

我公司现有电厂粉煤灰、炉底渣销售。请需要以上产品的单位，
在2018年12月9日前将以下报名材料扫描成PDF文件后，发到以下
电子邮箱进行报名(不接受现场报名)。电子邮箱：hngsrsb@126.com
报名材料清单：

1、有近三年（2015年-2017年）粉煤灰、炉底渣销售业绩材料；
2、营业执照副本；
3、单位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身份证；
4、提供海南地区自建或租赁粉煤灰贮存罐容量的证明材料；
5、在海南地区具有足够的粉煤灰罐车辆，并提供车辆行驶证

和登记证或长期租用合同（加盖单位公章）；
咨询电话：韩女士 68681806 13707578468

吴先生 13876312588

销 售 公 告

海南海电实业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5日

交房公告
尊敬的星华海岸城一期全体业主：

衷心的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海南燕成置地有限公司的支持

与厚爱，非常荣幸地通知您，您所购置我公司开发建设的星华

海岸城一期经相关单位验收合格并取得竣工备案表。现正式

通知您已可以收房。具体事项如下：

一、交房时间：2018年12月6日起均可办理

二、交房地址：海口市粤海大道5号星华海岸城

三、携带资料：

1、业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

2、《海口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

3、已付房款发票（原件）或收据

4、《商品房买卖合同》上载明的任一买受人的一张银行卡

（可提供复印件）

5、业主家庭主要成员每人两张一寸彩色照片

6、非业主本人办理还需提供：公证委托书、业主本人身份

证复印件及代理人身份证原件。

7、企业购房还需提供：⑴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有效印

鉴之印模；⑵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其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加盖

公章；⑶委托收房人委托书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加盖公章；⑷公司《开户许可证》复印件。

如有疑问请致电咨询：0898—31908888

请各位业主相互转告，恭祝您乔迁之喜！

特此公告！

海南燕成置地有限公司
2018 年 12月 6日

澄迈县交通运输局
关于城乡公交线路经营权招标公告

一、招标人：澄迈县交通运输局
二、标的：澄迈县金江至永发、文儒和石浮城乡公交线路经营

权，投放新能源车33辆。
三、报名时间、地点：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8年12月

10日至2018年12月17日，每日上午8:30时至11:30时，下午
14:30时至17:00(北京时间)，请经办人持单位介绍信到海南省道
路运输协会（海口市琼山区龙昆南路95号星河广场601室）报名
及领取招标文件。联系人：陈南平，联系电话：18976323908。本
招标公告同时在澄迈县政府网站(网址：chengmai.hainan.gov.
cn)以及海南省道路运输协会网站(网址：www.hainandx.com)予
以公布。请报名企业登陆网站进行查询、下载。

澄迈县交通运输局 2018年12月6日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专家论证和文昌市城市规划委员会会
议通过，我委拟按程序修改《文昌商贸物流园控制性详细规划》
局部地段的用地布局、开发强度、道路交通、市政设施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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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至2019年1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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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商贸物流园控制性详细
规划局部修改论证报告》公示启事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12月6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812HN0109

受委托，按现状对海口市蓝天路西19号昌隆酒店一楼铺面
进行公开招租，建筑面积为560㎡，租期5年，挂牌底价为28.896
万元/年。承租方摘牌后，须与原承租方进行协商，自行清场。
公告期：2018年12月6日-2018年12月19日。对竞租人的基
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
hncq.cn）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
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26郭先生、66558023孙女
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hainan.gov.cn/gg-
zy/），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李
女士0898-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8年12月6日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主题读书征文活动收官

本报海口12月5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黄
金）12月 5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禁毒办获悉，
2018年“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主题读书征文活动
近日圆满收官。

为贯彻落实国家禁毒委《全国青少年毒品预
防教育规划（2016-2018）》精神，进一步巩固、扩
大学校毒品预防教育成果，切实增强在校学生识
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省委宣传部、省禁毒办、
省教育厅今年6月至10月在全省各大中小学开
展此次主题读书征文活动，全省60多万名大中小
学生踊跃参加。

据悉，本次征文活动共收到各地各校推荐的
优秀征文489篇。经专家评审，评出一等奖59
篇，二等奖112篇，三等奖279篇，另评出优秀组
织奖15个，优秀指导教师430名。为表彰先进，
活动主办单位和承办方将对获得优秀组织奖的单
位颁发奖牌，荣获一、二、三等奖的学生颁发证书
和奖品，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的颁发荣誉证书。

本报海口12月5日讯（记者卫
小林）日本动画电影大师宫崎骏执导
的动画电影《龙猫》，12月5日在全国
多地同步举行超前观影活动，海南的
活动在海口星轶国际影城举行，吸引
了近200名影迷到场观看，为该片12
月14日正式在我省上映预热。

《龙猫》是宫崎骏1988年执导的
动画片，曾被称为“年度最暖影片”。
主要讲述小月母亲生病住院后，父亲
带着她与妹妹小梅到乡间陪护母亲期
间发生的故事。姐妹俩对乡村感到十
分新奇，她们在那里遇到了小精灵，还
与一只胖龙猫成为朋友，后来，龙猫和
小精灵帮助姐姐找到了迷路的妹妹。

虽然该片时隔30年才在中国上
映，但该片是由宫崎骏自己主持的数
码修复版，画面清晰，天真童趣的人
物、可爱呆萌的精灵和只有内心纯洁
的人才能看到的龙猫形象等内容，让

人感受到了童话世界的可爱。
片方相关负责人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宫崎骏在中国影迷中有相当号召
力，他执导的《千与千寻》曾于2002年
获得第5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
片金熊奖和2003年第75届奥斯卡最
佳动画长片奖，他还于2014年获得第
87届奥斯卡终身成就奖。

据悉，12月14日零时，全国将有
3000余场《龙猫》零点场同步放映。

本报三亚12月5日电（记者孙婧）
12月5日下午，2018海南三亚世界女
子9球锦标赛在三亚千古情景区举行
开幕式。随着欢快的乐曲，陈思明、潘
晓婷、艾莉森·费雪、金佳映等64位中
外女运动员和裁判员盛装走上红毯。

据介绍，本届赛事主题为“最美赛
事邂逅最美山水”，赛事总奖金17.5万
美元，其中冠军将独揽4.4万美元，这也
是该项赛事首次落户海南省三亚市。

据了解，本届赛事将于12月6日
至9日展开激烈争夺。在开幕式上的
候场环节，奥地利花式撞球职业选手
贾思明·欧斯纯，英国花式台球职业选
手艾莉森·费雪等诸多国外选手上演
了趣味9球秀。开幕式上举办的织黎
锦、制香包、吹糖人等我国非遗项目体
验活动，让国外选手感受到了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世界花式撞球协会总监伊邵恩·

辛格表示：“9球世锦赛是女子台球最
高级别的比赛，在中国台球协会以及
各方的推动下，今年来到美丽的城市
三亚举办，赛事的规格和城市的浪漫
吸引了18位前世界冠军中的8位前
来参赛，包括现世界排名第一的卫冕
冠军陈思明，相信如此规格的比赛一
定十分精彩。”

本届赛事承办方有关负责人表
示，将世界女子9球锦标赛引入三亚，
是为助力三亚“体育+旅游”产业的加
速融合，而赛事在吸引多方关注的同
时，也普及了民间9球运动，进一步激
发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

本届赛事由世界花式撞球协会、
中国台球协会、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
电体育厅、三亚市政府主办，三亚市文
体局、北京国奥众合文化有限公司承
办，北京国安金冠足球事业发展有限
公司协办。

世界女子9球锦标赛今在三亚开赛
总奖金17.5万美元

海口影迷超前观看《龙猫》

万宁队将参加足协杯赛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9中国足协杯资格

赛将于下周开踢，海南省足协杯冠军获得者万宁
队将参加本次比赛。

据介绍，本次比赛共有国内34支球队参赛，
赛事将分成7大赛区进行，比赛采用主客场制，中
国足协将于近期公布资格赛赛程和时间表。

在今年7月举行的第二届海南省足球协会杯
比赛中，万宁足球队卫冕成功。该队同时还赢得
了代表海南参加2019年中国足协杯资格赛的入
场券，这是万宁队第二次参加中国足协杯资格赛。

据了解，万宁队球员由万宁、海口和澄迈等地
的业余足球爱好者组成，其中万宁球员占大多数。

本报临城12月5日电（记者刘梦
晓）“平安老师每个学期都会来教我们
唱歌，他每次来我们都特别期待！”12
月5日上午，在临高县第二思源实验
学校合唱团教室里，该校哩哩美合唱
团成员、六年级学生陈雨霏激动地说。

12月5日是国际志愿人员日，临
高第二思源实验学校哩哩美合唱团学
生又迎来了他们的“老朋友”——歌手
平安。12月4日至5日，平安远道而
来开展扶贫支教活动，这已是他第14
次到临高扶贫支教。

课堂上，平安绘声绘色地向学生
们讲解唱歌技巧，示范发声方法。特
别是在示范发声时，平安表情极为投
入，学生们也非常专心。在平安指导
下，平安与合唱团学生们一起演绎了

一首临高原创歌曲《临高曲》。
临高县文联主席林表介绍，临高

县第二思源实验学校是临高县教育
扶贫移民学校，专门接纳临高边远贫
困地区学生寄宿学习。平安到这所
学校开展的扶贫支教活动，是临高县
围绕中国文艺扶贫志愿服务示范县
活动内容开展的一项公益性文艺活
动，已经历时两年多。在两年多时间
里，平安已总共到该校14次，帮助学
生哩哩美合唱团进行排练和对外交
流演出达14场。除了普通的排练课
程以外，平安还带领学生参加多次舞
台实践活动，其中包括参加中央电视
台、上海电视台和海南（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合唱节等相关活动演出，
使这支来自临高民间的学生哩哩美

合唱团名声在外。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自2012

年参与电视选秀出道以来，平安认为
是音乐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因而他一
直怀着回馈社会之心，积极参与社会
公益活动，如慈善拍卖、环境保护、抗
震救灾、爱心救助等，并因此成为中
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会员。而今，不仅
在临高，平安还会定期到全国多个偏
远地区学校支教，为学生分享生活点
滴，成了他们的“知心大哥哥”。

“很多贫困地区学校的孩子都是
留守儿童，他们在心理上和情感上都
有很大的需求。”平安说，他相信用音
乐可以弥补孩子们心灵上的孤独和
父爱母爱的缺失，让他们拥有美好的
品格、情操和修养。

歌手平安第14次到临高扶贫支教

本报海口12月5日讯（记者尤梦
瑜）12月5日下午，“鉴古开今——兵之
道”主题书法作品展在省博物馆开幕。

展览共展出40余位书法家创作
的70余件书法作品，涵盖军队老中青
书法骨干，是军队书法艺术作品的一
次集体亮相。展览以“兵之道”为主
题，分“兵者，国之大事”“带兵”“练兵”

“用兵”4个篇章，内容涉及中国历代
军旅诗词、革命先辈战斗诗词、中国军
旅文化经典名言等。

开幕式上，多位军队书法家还向
海南省博物馆捐赠了书法作品。

据介绍，该展览是一次为部队开
展文化服务而举办的创作活动。活动

前期，主办单位安排创作人员深入海
军大连舰艇学院、火箭军某部、中国文
昌航天发射场等地，挖掘部队传统，了
解文化需求，创作了一批弘扬优良传
统、彰显职能使命的书法作品。展览
结束后，这些作品将被定向捐赠至这
些部队悬挂展出。展览期间，部分参
展书法家还将去部队驻地开展创作服
务活动，进一步活跃军营文化氛围。

本次展览是该展继长春、大连等
地巡展后的最后一站，由中央军委政
治工作部宣传局、中国书法家协会主
办，《解放军美术书法》杂志社承办，海
南省书法家协会协办，将展览至12月
16日，观众可免费前往参观。

省健身瑜伽公开赛结束
本报讯 2018年海南省健身瑜伽公开赛近

日在海口落幕。
经过两天激烈角逐，各组别成绩出炉。女单

A、B、C组和男单A、B组第一名分别由胡丽超、
鲁苗苗、陈玉馨和罗文、史智栋夺得；女双和混双
第一名分别由胡丽超和李慧莹、冯大伟和陈玉姝
夺得；集体组和团体第一名分别由三亚澜瑜伽和
琼台师范学院获得。

省健身瑜伽赛自2016年至今已连续举办3
届，是今年继省运会健身瑜伽比赛后的第二场健
身瑜伽赛，也是我省全民健身系列公开赛之一。

本次比赛由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主办，
省瑜伽运动协会承办。 （体讯）

“兵之道”主题书法展海口开展

本报那大12月5日电（记者周
月光 通讯员李珂）打造海南西部文
体中心，儋州又有新动作。12月 5
日，海南礼创时光影业公司在那大举
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两部在儋州取景
拍摄的电影一部杀青、另一部开机，
未来还将在儋州拍摄更多电影。

作为海南西部中心城市，儋州城
市发展步伐越来越快。同时，儋州不
仅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还有罕见的火
山岩海岸和冷暖氡泉等独特资源，是
拍摄电影电视剧时取景的好地方。
海南礼创时光影业公司是海南本地
文化公司，注册地就选在儋州。

“《相依为命》讲述的是渔民三口
之家爸爸、女儿、儿子之间亲情的故
事，拍摄地点在儋州市峨蔓镇，昨天
杀青；《记忆中的微光》讲述的是患绝
症的主人与宠物狗之间难舍的故事，
拍摄地点在儋州市那大镇，明天开
机。”海南礼创时光影业公司执行董
事王麒淋说，《相依为命》是文艺片，
《记忆中的微光》是商业片，两部电影
都是主题温暖、情节感人、温润心灵
的风格，相信都能够触动观众内心的
那类型电影。

据介绍，《相依为命》与《记忆中
的微光》投资方来自上海，两部影片

将在2019年适当的时机与观众见
面。王麒淋说，海南礼创时光影业公
司将立足儋州，未来还将拍摄各种题
材的电影，使电影成为展示儋州形
象、讲述海南故事、传播正能量的有
效载体。

另据了解，中公教育集团也看好
儋州建设海南西部中心城市的前景，
决定投资24亿元，在儋州建设包含
影视、表演艺术、新媒体与设计等教
学内容的海南影视艺术学院，该项目
近期即将动工建设。影视教育与拍
摄制作，有望成为儋州文化产业发展
新热点。

一部影片杀青,另一部影片开机

儋州渐成电影取景热门地

参加世界女子9球锦标赛的选手在开幕式上体验趣味9球游戏。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龙猫》剧照

12月5日，在无锡市举行的第十四届中国围
棋棋王争霸赛决赛中，辜梓豪中盘击败廖元赫，夺
得冠军。图为辜梓豪（左）和廖元赫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宦玮摄）

辜梓豪中国围棋棋王争霸赛夺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