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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18年精品剧目惠民演出

纪念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文化惠民活动

舞剧《大梦敦煌》
——中国经典民族舞剧 展现千年敦煌风情
主办单位：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承办单位：海南文化体育公园管理中心

海南广电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演出单位：兰州歌舞剧院

演出时间：2018年12月12日、13日 20:00
演出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海口市国兴大道68号）
票价：甲等90元（政府补贴610元） 乙等70元（政府补贴630元）

丙等50元（政府补贴650元）
售票热线：0898-65301811售票时间：2018年12月8日至12月13日
售票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售票窗口（剧院左侧）

王禄雄：（纳税人识别号：460022195505276237）
事由：责令限期缴纳税款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主席令〔2001〕第
49号）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条第一款、第六十
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2002〕第362号）第七十三条。

通知内容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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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你（单位）应缴
纳拍卖环节增值税234650.4元，个人所得税813731.23元，城市维
护建设税11732.52元，印花税2463.8元，土地增值税598423.15

元，教育费附加7039.51元，地方教育费附加4693.01元，合计应缴
纳税费（大写）壹佰陆拾柒万贰仟柒佰叁拾叁元陆角贰分
（￥1672733.62），限你（单位）见报之日起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
文昌市税务局办税服务厅缴纳入库，并从税款滞纳之日起至缴纳
或解缴之日止，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与税款一并
缴纳。

你（单位）若同我局（所）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通知
的期限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
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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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一八年十二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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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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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92037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3005018185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遗失声明
三亚明时达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营业执照正
本 、副 本 2- 1、2- 2，注 册 号
460200000233147；税务登记证
正 本 、 副 本 ， 证 号
460200348084372；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本，代码34808437–2，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三亚中衡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
号：460200000040796，税务登记
证 正 本 、副 本 ，证 号 ：
460200774262928，声明作废。

股权转让变更公告
海南亿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1003240785927，已 2018
年12月6日经工商部门核准变更
股东及法人代表。股权转让前所
有的债权债务由原股东承担，请有
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45日内到公司办理债权债务登
记 手 续 ，电 话: 贤 东 林 ：
18889548126，海南亿统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9日

注销公告
海南禾宝广告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589276682L）拟向海南
省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
内前来办理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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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海口市
国用（1999）字第43980号，声明作
废。
▲海南信通实业总公司遗失海南
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
4600163130， 发 票 号 码 ：
08078427，声明作废。
▲陈华森遗失警官证，证号：
0619730，特此声明。
▲海南鑫网在线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开具给海南国爱近视治疗中心
有限公司代码：4600171320的增
值 税 普 通 发 票 一 张 ，票 号 ：
28957398，开票金额：5000.00，特
此声明。
▲海南鑫网在线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开具给海南三尚飞乐传媒有限
公司代码：4600182130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一张，票号：00489885，
开票金额：5000.00，特此声明。

▲海南盛和侨邦实业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
口分行营业部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20696601，声明作废。
▲海南佳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本，注册
号4600002020669,声明作废。
▲海南寿南山参业有限公司工会
遗失工会主席林明煜同志的法定
代表人证书，证书号：210104815，
声明作废。
▲华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遗失海
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
4600163130， 发 票 号 码:
05804890，金额:21300 元，特此
声明。
▲余海文遗失国有土地使用证，证
号：万国用2001字第100022号，
特此声明。
▲吴亚盛遗失海口市振东坊88号

注销公告
海南吉祥门窗幕墙有限公司拟向

陵水黎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

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明时达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拟向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登报45

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柒葫芦投资有限公司拟向海

南省文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天

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海南现代海湾建筑规划设计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91460100681181694N）遗失开具
给雅克设计有限公司的海南增值
税专用发票的发票联和抵扣联，发
票代码：4600163130，发票号码：
03024560、03024561，特此声明。
▲东方八所张创霞服装店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9007MA5RDQF91Y，声 明
作废。
▲海南鑫镁科技有限公司健镁自
行车经销部，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 ， 纳 税 识 别 号:
460100798739276，声明作废。
▲儋州国盛混凝土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本，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03MA5RHX6NXC，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商务酒店租售
大致坡市中心华盛商务酒店

2236m2(共 6层36间客房，8简棋

牌室)售：4400元/m2，租：3万/月

魏先生 19946631911

出售海口精装写字楼
交通便利,国贸商业圈,龙华区国

贸路北京大厦26层，面积320m2，

价格优惠。

联系人:周先生15203658520

邵女士13619329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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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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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奖初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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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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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海口12月8日讯（记者徐晗
溪 尤梦瑜）12月8日晚，中国电影华
表奖颁奖典礼在北京国家游泳中心
举办。由海南一品天成影业有限公
司、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中国儿童电
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的电影《旋风女
队》荣获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少儿
影片奖”。《旋风女队》讲述了我省琼
中女足的励志故事，真实、感人的故

事鼓舞人心，收获了众多影迷及影评
人的好评。

《旋风女队》总策划、海南作家张
品成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是一部有关青春与梦想的励志电
影，琼中女足的孩子们通过自身的努
力和拼搏，走出了大山，实现了梦想，
能够引发部分儿童少年的情感共鸣，
对青少年的精神引导、价值观塑造和

励志作用将起到积极影响。琼中女
足的故事也是海南本土的故事，影片
能够获得中国电影最高荣誉——中
国电影华表奖，这对于海南的影视创
作是极大的鼓舞，对琼中女足的孩子
们而言也是一件喜事。他说：“作为
海南本土影视公司，未来我们将进一
步挖掘海南本土文化资源，拍摄更多
反映海南文化的影片，为海南自贸

区、自贸港建设贡献出文化人、电影
人的力量。”

当晚颁奖礼上，著名电影人奚美
娟、吴刚、周星驰上台为《旋风女队》
主创代表颁奖。

琼中女足是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琼中中学组建的女子足球队。电
影《旋风女队》几乎重现了琼中女足
真实的成长经历：在教练肖山的带

领下，这支起初连鞋都不习惯穿的
女足队伍，经过无数次失败与泪水
的洗礼，最终凭着一股韧劲和满腔
热情踢出了大山，踢向了世界，于
2015年至2017年三年间，连续夺得
有“小世界杯”之称的哥德堡杯世界
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冠军，既为海南
争得了荣誉，也为中国青少年女足
添了光彩。

琼中女足励志故事鼓舞人心

《旋风女队》获华表奖优秀少儿影片奖

本报三亚12月8日电（记者王
黎刚）2018海南三亚世界女子9球锦
标赛8日结束了8进4的较量。最终，
3名中国球手王晓彤、付小芳、韩雨和
菲律宾球手艾米特进入了4强。半决
赛付小芳对阵王晓彤，艾米特将接受
韩雨的挑战。

在上场八分之一决赛中绝杀刘莎
莎晋级的姜藤，在本场比赛中发挥欠
佳，负于王晓彤。菲律宾的艾米特露出
黑马本色，在对阵陈禾耘的比赛中上演
大逆转。付小芳、韩雨分别艰难战胜陈
思明和凯莉·费雪，进入4强。

在4场比赛中，菲律宾球员艾米特
对阵陈禾耘的比赛最为精彩，艾米特
上演了惊天大逆转。在前5局比赛中，
陈禾耘以5：0的比分领先，原本以为悬
念不大的比赛，从第6局开始变得紧张
起来。艾米特吹响反攻号角同样打出
5：0还以颜色，双方战至5：5。面对艾
米特的强势反扑，陈禾耘在第11局拼
下一局之后再无建树，而艾米特却势
头旺盛，再次打出5：0的比分，最终以
9：6的比分战胜了陈禾耘。

本次赛事总奖金为17.5万美元，

其中冠军将独揽4.4万美元奖金，共
吸引了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80余
名选手报名参赛。

三亚世界女子9球世锦赛

中国3名球手进半决赛

台球九球赛
台球九球比赛是目前世界花式台

球的重要项目，比赛过程变化莫测，球
手每次击球时，必须击打桌面上号码
最小的球。如开球后没有任何球进
袋，桌上仍剩9颗球，另一方就必须由
1号球开打，若1号球已进袋，则要从2
号球开打，以此类推。

九球比赛悬念很强，比赛的结果以
打进9号球为赢，9号球未进之前，胜负
都是未知的。因为九球比赛不是比谁进
的球多，就算你1号至8号球全打进了，
但9号球未进，被对方进了，那这一局的
胜利也属于只进了9号球的那一方。

九球比赛中，如果双方实力相当，
那么开球方的第一杆冲杆十分关键，
若冲杆后有球落袋，就赢得了继续击
球的机会。若开球冲杆后9号球直接
进袋，则这一局比赛结束。

相关链接

本报海口12月8日讯（记者林
永成）2018海南亲水运动季国际风
筝帆板公开赛12月8日在海口假日
海滩开赛。本次比赛吸引了中国、美
国、俄罗斯、乌克兰等7个国家和地
区的80名选手参赛，其中国内选手
来自16个省区市。

本次国际风筝帆板公开赛是
2018 海南亲水运动季重点项目之
一，比赛设5个组别，包括水翼板国
际公开组、双向板竞速男子国际公开
组、双向板竞速女子国际公开组、双
向板竞速男子中国精英组、双向板竞
速女子中国精英组。比赛为期两天，
赛事总奖金5万元。

首日共进行了3个组别的7轮
比赛。7轮过后暂列水翼板国际公
开组前三名的为张浩然、武建岗、邓
晓成；暂列双向板竞速男子国际公
开组前三名的为纳拉披集、张浩然、
武建岗；暂列双向板竞速女子国际
公开组前三名的为陈静乐、徐英豪、
李科汶。

风筝帆板又叫风筝冲浪，是一项
新兴的近岸水上运动，混合了特技风
筝、帆板、冲浪、滑水、滑板等多项运
动元素，观赏性极强。比赛时，五颜
六色的特制风筝在空中飘舞，格外吸
引眼球。风筝帆板深受国内外风筝
冲浪俱乐部、职业选手以及业余爱好

者的喜爱，吸引了很多青少年参与，
已被列为2018青奥会和2024巴黎
奥运会的比赛项目。

海南四面环海，是我国重要的
水上运动基地，对于开展风筝帆板
运动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每年
11月至来年3月，海口西海岸一带
风大浪急，非常适宜举办风筝帆板
比赛。

海南亲水运动季由国家体育总
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主办，本次国际
风筝帆板公开赛由海南省旅游和文
化广电体育厅、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
动管理中心、海口市人民政府、海南
省帆船运动协会承办。

国际风筝帆板公开赛海口开赛

12月8日晚，2018年女排世俱杯半决赛在浙江绍兴结束。
中国球星效力的卫冕冠军土耳其瓦基弗银行队以3：1力克巴西海滩
队，闯入决赛。朱婷力夺20分荣膺得分王。9日，瓦基弗银行队将与
巴西米纳斯争夺本届世俱杯的冠军。图为朱婷在比赛中扣球。 小新发

女排世俱杯半决赛战罢

朱婷率瓦基弗银行进决赛

本报三亚12月8日电（记者徐慧
玲）12月8日，WUCG2018世界大学
生电子竞技联赛全球总决赛·电竞嘉
年华在三亚半山半岛帆船港开赛。国
际电音明星 Alan Walker、Diego
Miranda也亮相电竞嘉年华。

此次比赛为期3天，来自中国、美
国、澳大利亚、韩国、日本、马来西亚等
国家和地区的优秀高校电竞队伍在
《英雄联盟》《王者荣耀》《QQ飞车手

游》《炉石传说》四大项目上展开激烈
角逐。

电子竞技作为一项新兴体育竞赛
项目，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
注。据了解，WUCG2018世界大学
生电子竞技联赛全球总决赛·电竞嘉
年华共设立电竞、二次元、电音三大文
化娱乐矩阵，在三亚打造以电竞为核
心的赛事狂欢，助力三亚构建“文化+
体育+旅游”产业格局。

世界大学生电子竞技联赛
全球总决赛三亚举行

《南海学刊》年会在澄迈召开
本报老城12月8日电（记者王玉洁 实习生

杜娥 林承婷）2018年《南海学刊》年会12月7日
在澄迈召开，来自广东、广西、湖南、江苏、浙江、
山东等省区社科联、社科院所属核心期刊，以及
来自中国社科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国家海洋局、中国人民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山东
大学、中国航海博物馆、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
社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和专家学者参加年会。

记者了解到，作为我国第一份以南海命名的
学术期刊，《南海学刊》创刊近4年来，立足海南，
面向南海，潜心办刊，不仅被列入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认定的第二批学术期刊，还被列入中国
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入库期刊。今年《南海
学刊》策划推出的专题入选了中宣部“庆祝改革
开放40周年”期刊主题宣传优秀选题资助项目，
为海南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平台支撑，为
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提供智力支撑。

本次年会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社科联（社
科院）与海南出版社共同举办，意在将《南海学
刊》年会打造成定期的、制度化的学术期刊交流
平台，不断扩宽期刊界和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领
域，充实合作内容，完善合作机制，为繁荣发展哲
学社会科学、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
献智慧与力量。

“寻梦”主题独唱音乐会
在省歌舞剧院举行

本报海口12月8日讯（记者尤梦瑜 实习生
朱乃飞）12月8日晚，洋洋盈耳的歌声在省歌舞
剧院回荡，优美的旋律和曼妙的舞姿令观众们陶
醉于其中。以“寻梦”为主题的孟棋棋独唱音乐
会在此上演，吸引众多乐迷前来捧场。

开场舞《梦·启航》拉开了音乐会大幕，当晚
孟棋棋给观众演唱了《美丽的心情》《为爱》《天
香》《最美是你》等歌曲，还用二胡独奏了音乐会
主题歌曲《寻梦》。

此次音乐会是孟棋棋首场音乐会。孟棋棋
曾在2011年受邀同世界各地艺术团队参加西安
世界园艺博览会，她还曾拜国际声乐导师、作家
丁小芳女士为师，学习声乐民族唱法。

此次音乐会由海南步步为音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黎母天香会馆主办，海南广歌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承办。

火车头海南越剧社成立

本报海口12月8日讯（记者郭萃）今天上午，
“火车头海南越剧社”在海口举行挂牌仪式。著
名社会活动家、著名铁路越剧表演艺术家徐宁生
担任“火车头海南越剧社”社长，将携我国多位知
名越剧艺术家，如国家一级演员贺安珠、国家一
级演员骆水凤等人，共同为海南观众献上一系列
精彩文化盛宴。

徐宁生告诉记者，“火车头海南越剧社”成立
后，将为海南观众带来内涵丰富，精彩纷呈的越
剧文化活动，丰富当地文化元素。他透露，将于
2019年4月28日，携我国多位著名越剧艺术家在
海口举行首场大型越剧歌舞演唱会《火车头颂》，
接下来将在我国20个城市进行巡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