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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18年12月11日 星期二B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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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3月开始，海南农垦金江农场有
限公司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和公司的有关规
定，对在册不在岗人员进行全面清理，清查
出离岗人员共2795人。现公告通知下列人
员于2018年12月26日前有上岗意愿或需
要续缴社保费的离岗在册职工回海南农垦
金江农场有限公司人力资源（党群工作部）
部报到，逾期不回者，视为自动离职，将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法律规定
做出解除劳动合同、终止劳动关系的处理。

离岗人员名单：蔡海英、蔡家琼、蔡进
辉、蔡进章、蔡树忠、蔡亚红、蔡育海、蔡镇辉、
藏海功、曹英、陈炳豪、陈炳华、陈彩信、陈超
海、陈超群、陈成海、陈春连、陈桂金、陈海成、
陈海梅、陈海梅、陈海平、陈海珊、陈海生、陈
海旋、陈海勇、陈海有、陈和平、陈辉生、陈惠
娟、陈基平、陈级盘、陈家潮、陈俭祥、陈建东、
陈建南、陈金梅、陈锦松、陈锦祥、陈进良、陈
丽芳、陈丽君、陈立朝、陈立明、陈敏、陈模辉、
陈南华、陈平辉、陈巧梅、陈庆彬、陈荣、陈少
锋、陈少立、陈少容、陈石生、陈守芳、陈书华、
陈笋秀、陈廷伟、陈推荣、陈伟斌、陈伟红、陈
伟耀、陈卫辉、陈文生、陈文湛、陈秀芳、陈秀
云、陈亚昌、陈亚良、陈延琪、陈燕、陈燕卫、陈
永东、陈永进、陈友春、陈友展、陈宇军、陈玉
凤、陈玉珍、陈御发、陈远华、陈跃明、陈镇川、
陈志斌、陈志远、陈忠贵、程金娥、程金辉、程
秀德、戴玉英、戴祝球、党海玉、邓飞、邓海燕、
邓海英、邓美华、邓培红、邓文兴、丁飞、董妹
琼、董真敏、杜丽炎、杜万营、方贵富、方华梅、
方建利、方建路、方梅珍、方业禄、方月秋、封
炳焕、冯昌坤、冯春华、冯春明、冯雪连、符花、
符剑利、符义晋、付建南、甘国贤、甘梅兰、甘
平珍、高秀平、高月强、葛桂珍、龚林兴、顾兴
福、郭惠兰、韩才英、韩惠玉、韩军、韩民、韩
勇、何爱雪、何安南、何保义、何宝军、何彩贤、
何春霖、何丹海、何丹锦、何丹志、何华琼、何
金池、何丽德、何其良、何球林、何世钦、何素
娟、何新立、何秀玲、何勇、何禹、何玉、何赞
东、何增光、洪吉猛、洪金妹、洪培青、洪伟燕、
胡广宁、胡六仁、胡卫仁、胡运华、胡妍、黄啟
锋、黄啟文、黄爱花、黄炳越、黄彩英、黄成宁、
黄春莲、黄春生、黄大成、黄德龙、黄德猛、黄
登辉、黄登利、黄发业、黄观兰、黄桂来、黄桂
兰、黄桂梅、黄桂新、黄国辉、黄海、黄海霞、黄
汉纸、黄洪菊、黄华、黄华才、黄华全、黄辉堂、
黄惠民、黄惠、黄家宝、黄家蓬、黄建华、黄建
利、黄洁萍、黄金荣、黄进啟、黄进玉、黄景阳、
黄军强、黄军展、黄来生、黄理锋、黄丽花、黄
丽华、黄丽英、黄丽珍、黄连清、黄林、黄梅芬、
黄明成、黄明春、黄其清、黄钦光、黄仁发、黄
仁军、黄仁忠、黄山、黄少芬、黄邵邡、黄淑琴、
黄淑珍、黄素婵、黄文学、黄文元、黄晓俊、黄
小青、黄新庆、黄秀红、黄秀花、黄秀桃、黄秀
香、黄秀云、黄亚妹、黄亚琼、黄燕英、黄耀威、
黄耀雄、黄银新、黄英劝、黄永辉、黄永文、黄
玉兰、黄玉平、黄玉文、黄园、黄泽民、黄招积、
黄招琴、黄政华、吉海光、吉惠东、吉秋英、纪
丽辉、江建崇、江晓玲、江远平、蒋镇云、金志
森、荆新忠、柯少君、赖桂珍、赖海成、赖海明、
赖丽芳、赖娃民、赖小如、赖志权、赖婵莲、蓝
光福、蓝光贤、蓝海辉、蓝建国、蓝贤海、兰爱
良、兰光道、兰同文、兰贤荣、乐永翠、雷文荣、
黎福蓬、黎桂珍、黎海秋、黎娟、黎淑仙、黎振
海、李爱莲、李爱清、李彬生、李炳昌、李财、李
昌一、李畅雷、李成东、李楚南、李楚瑜、李春
保、李德健、李德龙、李德敏、李德伟、李德鑫、
李东良、李法谋、李飞华、李广森、李国富、李
海成、李海勤、李海琼、李海琼、李海翔、李汉
其、李会珍、李家海、李家卫、李建驱、李建忠、
李进军、李进文、李晶洪、李军庆、李军区、李
俊彪、李坤区、李丽珍、李明友、李南波、李平、
李青梅、李庆丰、李庆华、李庆全、李庆文、李
琼虎、李琼连、李琼勇、李秋文、李权、李荣、李
瑞光、李瑞花、李瑞燕、李少梅、李时荣、李顺
成、李颂强、李素英、李桃林、李伟、李伟坚、李
伟强、李文红、李文奇、李羡青、李新、李兴华、
李兴萍、李秀梅、李秀美、李秀堂、李艳娥、李
燕、李永芳、李勇、李勇、李玉连、李玉梅、李原
新、李月娥、李志聪、连海昌、连新凤、梁爱琼、
梁彬、梁斌、梁海文、梁华权、梁建原、梁坤初、
梁林、梁强培、梁秋东、梁仁义、梁荣培、梁荣
胜、梁荣义、梁伟、梁伟珍、梁伟琪、梁文兰、梁
文南、梁小华、梁旭、梁永富、梁勇、梁远红、梁
远源、梁正娟、梁正琼、梁志强、梁忠、廖朝有、
廖杰、廖俊昆、廖荫来、林朝光、林春莲、林桂
芳、林桂珍、林桂珍、林海辉、林海生、林金花、

林均、林开雄、林良许、林龙海、林妙范、林明
珊、林起凤、林前明、林树梅、林树庆、林伟坚、
林伟军、林伟强、林玉泉、林育培、林运生、凌
海华、凌海琼、刘斌、刘彩建、刘彩仪、刘春艳、
刘殿夫、刘殿海、刘桂春、刘国利、刘国强、刘
海芬、刘海强、刘建南、刘静林、刘开林、刘良
伟、刘美贤、刘明辉、刘启钿、刘权胜、刘群辉、
刘日成、刘日发、刘如彪、刘文甫、刘沃彬、刘
晓辉、刘勇、刘玉兰、刘元坤、刘元权、刘志、刘
忠保、刘忠荣、龙光海、龙光辉、龙光胜、龙海
胜、卢春荣、卢海波、卢海明、卢海文、卢金明、
卢美珍、卢明拥、卢俏珍、卢日文、卢仕海、卢
永权、陆方强、陆汉敏、陆辉兴、陆建新、陆金
爱、陆金梅、陆强、陆尚宗、陆忠文、吕金山、吕
月英、吕宗新、罗海东、罗辉、罗介军、罗锦华、
罗秋华、罗绍浩、罗绍进、罗世海、罗淑华、罗
伟、罗伟萍、罗秀芬、罗玉秀、罗织芳、罗忠平、
马海胜、马军胜、马悦意、麦海勇、蒙广宗、蒙
兰香、莫桂发、莫美燕、莫明良、莫明敏、莫少
彩、莫秀梅、农桂梅、欧东风、欧君兴、欧小平、
潘炳卓、潘海莉、潘军、潘明、潘明林、潘铭、潘
荣建、庞海裕、庞继军、庞家凤、庞建英、庞建
珍、庞树金、庞宇、庞珍伟、裴汝寿、彭惠玲、彭
立文、彭美成、彭明崧、彭荣辉、彭容芳、彭胜
辉、彭文武、彭显兰、彭助生、邱富英、邱海强、
邱荣建、邱雄锋、邱育明、邱志杰、邱志猛、全
武宏、冉华龙、任海强、任茂光、任庆珍、阮彩
芬、阮惠英、阮结荣、阮梅英、阮启安、沈伟清、
施家德、施均强、施均清、施月虹、石永芳、石
永贵、石永坚、石永祥、石育东、宋惠兰、宋留
养、苏海光、苏海利、苏顺水、苏顺忠、苏伟官、
苏信寿、苏玉娟、苏育钟、苏元烈、孙广进、谭
洁莉、谭权发、谭润芹、唐爱军、唐爱云、唐保
文、唐承煌、唐德玉、唐定寿、唐海金、唐亮仕、
唐其才、唐其珍、唐仕明、唐杏芳、唐秀强、陶
恩梅、腾纪华、田文科、田文儒、王丹、王福南、
王福强、王海星、王汉钟、王慧明、王建生、王
礼生、王敏、王南、王其连、王钦、王区标、王
权、王文金、王贤辉、王小兵、王业才、王业福、
王业强、王艺静、王照贵、王照荣、韦爱京、韦
才秀、韦彩兰、韦敦明、韦凤枝、韦国良、韦国
琼、韦海凤、韦海松、韦继良、韦杰西、韦莲娟、
韦美芳、韦美红、韦明军、韦琼芳、韦瑞政、韦
生鹿、韦体优、韦秀周、韦宇春、韦宇来、魏俊
昌、魏俊光、魏俊强、温爱华、温喜科、翁丽华、
巫海权、吴海波、吴海亮、吴剑、吴康龙、吴康
雄、吴乾兴、吴清文、吴少君、吴少群、吴伟南、
吴文静、吴秀莲、吴秀卿、吴育文、吴祖莲、伍
建华、伍建莲、夏美华、肖桂香、肖亮、谢红梅、
谢红燕、谢陆海、谢胜珍、谢伟雄、谢玉芳、谢
玉珍、邢益兰、徐光岁、徐惠玲、徐钦、徐伟宏、
徐祥国、徐忠武、许晓梅、许阳飞、薛晓斌、严
江海、严克权、严芝友、颜世海、杨翠红、杨国
和、杨海余、杨红珍、杨辉、杨会基、杨纪玲、杨
娟、杨来忠、杨美英、杨全声、杨群略、杨伟雄、
杨秀喜、杨秀芝、杨亚佳、杨玉娟、杨远程、杨
岳平、姚惠翠、叶惠群、叶志芳、叶志雄、叶祖
娟、易建军、易以民、尹汉忠、尹忠文、余海忠、
余金娇、余巧珠、余文波、余晓玉、余小贤、余
远芬、余灼洪、曾海春、曾海英、曾锦全、曾祥
伟、曾兴香、占道明、占德扬、占德赞、张传剑、
张光向、张光展、张海华、张洪军、张洪新、张
洪征、张辉康、张建华、张静红、张培雪、张锐
芳、张润江、张太武、张晓玲、张艳红、张耀雄、
张永、赵家进、赵荣辉、郑爱平、郑才成、郑长
征、郑国辉、郑斯贤、郑斯珍、郑新有、郑宜雄、
郑元珍、郑芝标、钟德战、钟桂花、钟贵、钟国
华、钟国强、钟海华、钟海辉、钟海珍、钟丽娟、
钟丽英、钟柳琼、钟茂万、钟小平、钟亚明、钟
燕飞、钟泽海、钟志海、周安清、周春玲、周方
金、周福海、周国良、周海进、周海林、周海琴、
周海荣、周洪隆、周红英、周华、周慧珍、周金
英、周克明、周绍贰、周锡华、周序苟、周祖富、
朱桂珍、朱海明、朱海叶、朱其兵、朱信荣、朱
秀妹、朱永明、朱振国、朱正军、卓祥春、卓志
彬、邹海超、邹海华、邹汉英、邹洪青、谯碧、岑
升忠、阙光兰、阙光秀、阙盛珍、覃国华、覃国
利、覃权、覃胜德、覃世华、覃文锋、覃勇、覃有
全、覃有先、柏小云、蔡德广、蔡德亮、蔡丽云、
蔡太富、蔡太辉、蔡太强、蔡永文、曹大强、曹
红菊、陈啟明、陈彩梅、陈朝鲜、陈朝勇、陈垂
瑜、陈大国、陈大洪、陈德才、陈德会、陈德江、
陈德俊、陈德权、陈德儒、陈东生、陈娥、陈锋、
陈桂理、陈桂琴、陈国兰、陈国强、陈国忠、陈
海、陈海洪、陈海强、陈海生、陈海松、陈洪专、
陈红光、陈华德、陈华平、陈辉、陈惠珍、陈基
强、陈基文、陈家勇、陈建华、陈金荣、陈菊云、

陈兰芳、陈莉、陈立光、陈立强、陈连英、陈亮、
陈玲、陈茂、陈梅坤、陈敏、陈明华、陈明义、陈
萍、陈其伯、陈强友、陈清、陈清海、陈清阳、陈
琼龙、陈三龙、陈少光、陈少萍、陈省秀、陈世
海、陈世友、陈淑蓉、陈顺利、陈宋武、陈伟、陈
伟雄、陈闻、陈晓南、陈修芳、陈秀莲、陈学敬、
陈学忠、陈雪、陈亚党、陈亚国、陈亚辉、陈亚
兰、陈亚强、陈亚运、陈乙辉、陈义文、陈谊明、
陈英三、陈鹰、陈永志、陈勇、陈玉春、陈玉辉、
陈玉琴、陈玉霞、陈玉英、陈运良、陈运明、陈
运平、陈运深、陈运召、陈增育、陈赠顺、陈赠
营、陈照丰、陈照龙、陈照明、陈照宁、陈政才、
陈忠清、陈仲富、陈仲南、成柏勇、成美秀、成
营春、程民、程明、程启翔、程亚和、程亚强、程
亚琼、程月清、池崇文、池冬金、池世快、代军
伟、代文海、单明容、邓彩红、邓海光、邓海平、
邓恒学、邓建辉、邓建军、邓金辉、邓锦堂、邓
明君、邓其华、邓水平、邓孙生、邓湘龙、禤德
利、丁爱莲、丁海滨、丁海洋、董春燕、董大波、
董国强、董海华、董金銮、董进春、董进存、董
进光、董进岭、董进龙、董进能、董进平、董进
儒、董进生、董进文、董美英、董永兴、董有形、
董泽文、董照森、杜亨仲、杜金汉、段福东、段
军、段贤高、段贤明、段贤西、范家防、范剑云、
范丽群、范梅丽、范绍科、范生、范统生、范燕
红、方海梅、方桃香、方壮伟、房振河、封小清、
冯海民、冯梅华、冯雪玲、符春玲、符德光、符
德洪、符德辉、符德永、符方宁、符桂兰、符国
英、符海东、符海明、符宏、符华琴、符积强、符
劲永、符菊芳、符青连、符清、符文桦、符艳华、
符燕、符银雄、符雨、符珍、傅庆兴、付有华、甘
芳华、高安生、高春江、高德清、高方文、高进
成、高青花、高文跃、高雄伟、高玉玲、高玉燕、
高招文、古锦尧、古礼枪、官荣、官学武、郭晓
欢、郭有权、郭友政、韩良元、韩天文、和郁明、
何德华、何德志、何海清、何建东、何建伟、何
荣辉、何瑞坤、何小平、何新芳、何秀清、何学
玲、何亚养、何永南、何玉英、贺凤媛、贺治云、
洪洁贤、胡春兰、胡代川、胡国轩、胡海良、胡
坚、胡建辉、胡建文、胡金玲、胡兰芳、胡立花、
胡立香、胡梅花、胡美花、胡生海、胡生友、胡
希荣、胡显梅、胡小燕、胡秀娟、胡秀琼、胡雪
云、胡亚富、胡亚海、胡玉銮、胡月英、胡运雄、
胡照华、胡钰金、黄安文、黄彩金、黄长英、黄
成云、黄楚明、黄春金、黄春菊、黄春莲、黄春
平、黄大标、黄大栋、黄大恩、黄大丰、黄大宏、
黄大进、黄大连、黄大岭、黄大龙、黄大敏、黄
大命、黄大南、黄大平、黄大生、黄大鲜、黄大
新、黄大形、黄大勇、黄大育、黄大招、黄德民、
黄德亲、黄德如、黄德新、黄迪光、黄定权、黄
福忠、黄桂海、黄桂林、黄桂民、黄桂荣、黄桂
玉、黄国光、黄海环、黄海钦、黄海秋、黄河、黄
宏光、黄华海、黄华珍、黄惠珍、黄伙坤、黄家
礼、黄家育、黄杰芳、黄金花、黄金水、黄锦均、
黄进江、黄进京、黄进状、黄开春、黄开良、黄
开明、黄开仁、黄开升、黄开松、黄开卫、黄开
鲜、黄开现、黄开祥、黄开形、黄开院、黄立松、
黄柳、黄柳琼、黄梅、黄美兰、黄美珍、黄妹、黄
明东、黄明芳、黄明红、黄明华、黄明交、黄明
开、黄明理、黄明强、黄明强、黄明印、黄木兰、
黄平、黄其川、黄其芳、黄其华、黄其良、黄其
文、黄其益、黄其运、黄启明、黄青梅、黄庆标、
黄庆荣、黄秋梅、黄群、黄仁生、黄瑞玲、黄瑞
文、黄绍良、黄世海、黄世珍、黄淑英、黄素琼、
黄庭达、黄伟、黄伟强、黄文成、黄文芳、黄文
光、黄文和、黄文辉、黄文建、黄文进、黄文进、
黄文平、黄文强、黄文取、黄文权、黄文仁、黄
文信、黄文兴、黄文雄、黄文章、黄文忠、黄文
俚、黄文娣、黄吴雄、黄小金、黄小龙、黄小明、
黄新防、黄新梅、黄新琴、黄杏兰、黄秀芳、黄
秀兰、黄秀容、黄秀月、黄学林、黄雪梅、黄雪
珍、黄亚进、黄亚明、黄亚双、黄亚响、黄延芳、
黄燕芳、黄义粘、黄英萍、黄英新、黄永平、黄
永雄、黄有运、黄玉红、黄玉莲、黄玉连、黄玉
梅、黄玉强、黄玉秋、黄玉珍、黄月金、黄月娟、
黄月兰、黄月美、黄月琴、黄月珍、黄照亮、黄
照英、黄振聪、黄振琼、黄志刚、黄志权、黄志
文、黄智文、黄中朝、黄中来、黄仲武、黄铸光、
黄专、黄祖平、黄祖寿、吉春秀、吉其成、吉其
兴、吉万周、吉文形、吉文忠、季桂华、季国、纪
江武、纪江月、纪巧英、纪小农、江赐珍、江华、
江小斌、康留义、赖海山、赖梅华、赖师华、赖
特南、赖泽民、蓝春燕、蓝桂旺、蓝海全、蓝家
成、蓝菊敏、蓝军、蓝圣凯、蓝淑莹、蓝永光、兰
小琼、雷春、黎超江、黎飞、黎红生、黎木生、黎
品兰、黎荣、黎晓容、黎肖琼、黎秀容、黎亚武、
李璠、李兵月、李昌雄、李春、李大国、李道成、

李道平、李德、李德浩、李德萍、李凤军、李凤
勇、李刚、李刚、李广华、李国南、李海华、李海
平、李海亭、李红、李剑、李建海、李建寿、李建
文、李锦芬、李锦容、李兰、李明晓、李南、李
强、李琼、李秋生、李荣崇、李荣就、李善安、李
少武、李时洪、李世明、李世宁、李世震、李文
华、李文新、李显平、李香浩、李晓华、李晓玲、
李小明、李新华、李新民、李兴财、李兴桂、李
秀芝、李学权、李雪云、李耀东、李英梅、李永
秋、李永文、李宇飞、李裕富、李裕来、李裕强、
李展华、李志刚、李忠、李子艳、梁昌盛、梁朝
明、梁方荣、梁国仔、梁海玲、梁海燕、梁红英、
梁基光、梁敏、梁明锐、梁泉、梁艺锋、梁远清、
梁云、梁珍、梁志飞、梁志军、廖海才、廖汝辉、
廖永坚、廖宇容、林成东、林春梅、林帆、林桂
来、林桂灵、林国莲、林国兴、林海坤、林汉松、
林洪勇、林惠琴、林家文、林健、林君臣、林克
瑢、林克明、林克章、林克志、林克忠、林立秋、
林明球、林明忠、林平、林秋梅、林瑞娟、林瑞
云、林少辉、林绍斌、林绍明、林伟珍、林祥、林
学彪、林学雄、林永琦、林尤强、林玉科、凌启
武、刘啟春、刘宝玉、刘彩玲、刘超武、刘春平、
刘德慈、刘桂凤、刘海辉、刘海英、刘建侠、刘
锦、刘露娜、刘南佳、刘平、刘任华、刘小帮、刘
新志、刘永强、刘永胜、刘勇、刘志龙、刘忠文、
柳火茂、龙福全、龙小平、龙小月、卢大生、卢
国艳、卢乃军、卢声强、卢声群、卢文忠、卢贤
山、陆康文、陆生佳、吕雄飞、吕雄伟、罗炳力、
罗广珍、罗桂花、罗洪柳、罗华荣、罗坚强、罗
金理、罗金莉、罗烈见、罗柳玉、罗美容、罗文
源、骆爱民、马龙广、马巧琴、马秋兰、马胜、马
顺、马秀芳、马勇、马友良、满健坤、毛国强、毛
国清、梅庆勇、蒙华胜、蒙柳艳、蒙胜勇、孟海
建、莫冬梅、莫际金、莫始强、农甘良、农国坚、
农建生、农秀庆、欧海容、欧平姣、欧阳欣、潘
昌华、潘明飞、潘明虎、潘强、潘庆成、潘杨声、
潘有明、潘裕、盘进富、盘进浪、盘世亮、裴玉
香、彭斌、彭海滨、彭海波、彭海坚、彭奇霖、彭
双如、彭兴标、彭兴忠、彭彦婷、彭子拔、戚烈
仁、齐丽容、钱德明、邱方贵、邱方鹏、邱洪进、
邱琼娟、邱琼珍、饶金花、饶金兰、容培聪、阮
和东、阮和胜、阮伟清、沈爱忠、沈国、沈记、沈
明、沈秀清、石金玲、史植友、苏小凤、孙小红、
孙小荣、谭端香、谭海心、谭其飞、谭其龙、谭
少波、谭世琼、谭小玲、谭永茂、谭志亮、唐春
艳、唐福海、唐坚、唐健、唐上先、唐文明、唐锡
萍、田可亮、万洪玲、王长汉、王长军、王成、王
成轩、王德东、王德方、王德强、王德清、王德
清、王德雄、王刚、王桂梅、王海、王海、王海
畦、王继华、王节波、王杰、王金花、王锦富、王
进开、王进明、王进清、王进挺、王克、王丽云、
王美霞、王美珍、王平、王平、王其荣、王前本、
王前进、王强、王庆文、王仁卿、王仁书、王荣
福、王绍华、王胜、王圣廷、王托勇、王文浅、王
文新、王文义、王文玉、王文子、王细英、王晓
娟、王秀花、王秀梅、王学良、王亚安、王燕林、
王燕妹、王玉新、王泽卫、王振、王政、王政春、
王政权、王志卿、韦成才、韦洪林、韦坤、韦敏
忠、韦威程、韦文才、韦学文、韦英权、韦用才、
韦幼华、韦子军、魏海斌、魏海运、魏文兴、温
才芬、温海珍、文朝生、文朝阳、文大琼、文大
祥、文大新、文大英、文德华、文德卿、文德权、
文德兴、文金妹、文坤浩、文仁清、文挺信、文
献、文小零、文学、文学明、文阳芳、文永红、文
婷、吴爱忠、吴彩霞、吴陈生、吴传灿、吴春娇、
吴登岭、吴栋才、吴光磊、吴光慰、吴国明、吴
海家、吴海良、吴海清、吴海荣、吴汉华、吴汉
松、吴华保、吴家明、吴丽彬、吴连雄、吴启功、
吴乾鹏、吴世新、吴水姑、吴素英、吴天斌、吴
秀英、吴雅兰、吴幼金、吴玉梅、吴泽锋、吴志
岛、吴志海、肖海坚、肖开怀、肖兰香、谢保荣、
谢凤玲、谢海强、谢进彬、谢菊梅、谢军、谢明
强、谢南香、谢培海、谢少梅、谢少荃、谢团芳、
谢万保、谢颜鸿、谢勇、谢智聪、辛勤灿、熊亚
弟、徐成海、徐辉权、徐绍银、徐绍珍、许成权、
许从洲、许永生、许宇晴、许玉春、严春海、严
东海、严洪泽、严松、颜斌、颜春梅、颜春英、颜
沛任、颜学新、杨保南、杨标、杨崇贺、杨旦强、
杨公亮、杨国田、杨海生、杨海星、杨华新、杨
建国、杨建荣、杨建英、杨洁华、杨进平、杨丽
颜、杨凌华、杨明锦、杨世旺、杨世忠、杨水升、
杨硕盟、杨四帮、杨同胜、杨文华、杨萧、杨许
锋、杨许明、杨学雄、杨影、杨琦婷、阳纪、叶福
正、叶刚、叶继新、叶正端、易惠芸、易建生、尹
维新、尤那兴、余丹青、余德瑞、余金华、余小
红、余振鹏、袁海平、袁海强、曾爱池、曾繁荣、
曾海城、曾海荣、曾显辉、曾宪海、张宝海、张

波、张福明、张光盟、张广、张桂芳、张桂莲、张
国林、张洪祥、张怀远、张慧珍、张健、张建国、
张金龙、张进生、张居品、张莉、张莲、张生兰、
张世聪、张仕南、张水塘、张贤奏、张秀萍、张
学胜、张雪花、张雪金、张宜、张英、张友红、张
禹超、张玉华、张昭玲、张祖松、赵德友、赵得
明、赵飞、赵桂峰、赵柳、赵明佳、赵明迎、赵钱
华、赵书山、赵书生、赵小斌、郑楚强、郑德胜、
郑光辉、郑海国、郑海强、郑海荣、郑洪财、郑
金姑、郑礼宏、郑丽霞、郑丽香、郑丽英、郑孟
宏、郑庆连、郑庆民、郑仁汉、郑荣和、郑宋明、
郑秀娟、郑秀兰、郑雪玲、郑亚川、郑英南、郑
友林、郑玉娇、郑玉英、郑再校、植强、钟军、钟
明辉、钟其海、周广汉、周海明、周海英、周红
卫、周建洪、周捷臣、周卫海、周旭、周亚彪、周
艳青、周云星、朱海辉、朱海林、朱进元、朱雷
英、朱良妹、朱明兴、朱其充、朱炎光、朱永春、
朱振亮、朱正喜、朱正喜、祝翠妮、庄建洁、卓
海茂、卓礼柱、卓文珍、卓新婷、邹国良、邹国
营、邹一舟、左亚坚、佐克勇、褶德珍、覃海英、
覃军阳、覃映芳、覃振明、蔡海球、陈彩容、陈
昌林、陈超明、陈春雷、陈东良、陈冠、陈海华、
陈海新、陈海志、陈汉新、陈宏胜、陈红、陈俊
明、陈康、陈克流、陈坤、陈丽容、陈美娟、陈明
钵、陈庆忠、陈仁親、陈少梅、陈少英、陈时进、
陈世庆、陈卫东、陈卫平、陈贤珍、陈小燕、陈
秀清、陈学群、陈央月、陈亦福、陈亦新、陈益
高、陈永有、陈勇、陈友华、陈月金、陈云祥、陈
泽泉、陈泽徐、陈泽忠、陈正忠、陈志雄、陈智
慧、陈祖兴、陈琪、程德卫、程家才、戴桂珍、邓
欢欢、邓南发、邓淑芬、邓元芳、董伯山、董成、
董大利、董大民、董大卿、董大荣、董大生、董
大英、董德坤、董红冲、董进行、董军卫、董凯、
董丽金、董丽珍、董龙燕、董明春、董仁忠、董
儒辉、董儒明、董儒平、董儒卿、董儒泽、董儒
忠、董仕仁、董仕武、董学丰、董学记、董学宁、
董学平、董学权、董学荣、董学文、董学义、董
学召、董雅菊、董亚青、董英梅、董有平、董有
琴、董有文、董有贤、董有信、董有雄、董有战、
董有章、董有章、董育精、董育民、董月兰、董
运海、董运洪、董运良、董运明、董运平、董运
兴、董运形、董运雄、杜启全、方梅秀、冯坤华、
冯青、冯清海、冯思松、冯晓英、冯学权、符邦
杰、符必伟、符标沉、符策开、符策凛、符策墙、
符朝晖、符德雄、符华、符磊、符力、符明、符汝
花、符燕萍、符永标、符永存、符永慷、甘成元、
甘翠新、甘地兴、甘干成、甘冠荣、甘少青、高
爱武、高桂容、高鸿、高金莲、高进坤、高兰珍、
高其林、高其民、高仁辉、高文明、高阳华、高
英民、高永侦、高勇、高元冠、高运珉、高召汉、
高志光、龚孟强、龚孟任、古伟勤、古英伟、古
有武、桂兵、郭殿军、郭海峰、郭燕生、郭泽川、
韩翠萍、韩萍、韩曙光、韩英、何德章、何光太、
何海成、何海明、何海生、何汉洲、何金龙、何
奎珠、何美容、何明秋、何明生、何南姑、何琴
华、何清金、何书朗、何永丽、何祖建、何滢莹、
贺庆初、洪海、洪莉、洪良、洪瑞明、洪生建、洪
生业、洪岳斌、胡汉球、胡慧、胡明清、胡绍鑫、
胡有海、胡雨湘、胡治林、黄爱兰、黄爱琴、黄
宝莲、黄碧模、黄彪、黄炳建、黄朝阳、黄成云、
黄冲、黄春霞、黄春霞、黄大海、黄大京、黄大
敏、黄大平、黄德胜、黄飞、黄飞雄、黄凤、黄福
光、黄光海、黄光兴、黄桂宏、黄桂来、黄桂英、
黄国保、黄国长、黄国平、黄国清、黄国庆、黄
国珍、黄花丽、黄慧、黄会才、黄家琪、黄健生、
黄康萍、黄孔贵、黄兰清、黄丽娟、黄立兴、黄
梅荣、黄美兰、黄美英、黄民思、黄平、黄奇导、
黄圈爱、黄瑞光、黄瑞洪、黄卫东、黄文章、黄
霞、黄小松、黄新英、黄兴琼、黄秀红、黄学成、
黄学权、黄学云、黄燕、黄永梅、黄永英、黄勇、
黄玉财、黄玉英、黄月美、黄月香、黄运理、黄
志标、黄志椿、黄志光、黄志军、黄志奎、黄志
明、黄志群、黄志勇、黄忠勤、黄忠生、黄仲春、
黄珠琴、吉春梅、吉春燕、吉大生、吉大忠、吉
德冲、吉德丰、吉德忠、吉桂金、吉洪京、吉洪
忠、吉兰芳、吉丽芬、吉明方、吉明光、吉仁芳、
吉仁锋、吉仁良、吉仁兴、吉仁义、吉仁忠、吉
文彬、吉文成、吉文芳、吉文京、吉文宁、吉文
清、吉文献、吉祥君、吉祥勇、吉信平、吉秀妹、
吉秀琼、吉秀权、吉秀瑜、吉英、吉尤川、吉有
坤、吉有卿、吉运方、吉运权、吉运郑、吉召成、
纪丽卿、江发洪、江惠华、江惠珍、江梅英、江
少芳、蒋云保、柯春霞、赖伯求、赖春明、蓝付
华、蓝菊英、蓝梅花、蓝琼华、蓝仁理、蓝仁奇、
兰春玲、兰丁、兰仁冲、兰召青、雷琼娟、雷雪、
黎海明、黎海全、黎海生、黎海生、黎海珍、黎
庆菲、黎庆勤、黎育林、李大贤、李德强、李桂

辉、李桂清、李国、李国陆、李海泉、李海雄、李
华轩、李辉庆、李建伟、李建文、李建稳、李建
武、李进林、李军、李开德、李明付、李琼清、李
全文、李汝明、李生、李世福、李伟光、李贤潮、
李小凤、李旭华、李旋明、李亚文、李燕、李永
才、李永成、李永娟、李永兴、李勇胜、李有林、
李玉民、李赞梅、李战胜、李招华、李志辉、李
志君、李祺、连静瑜、梁柏梅、梁全和、梁廷英、
梁伟明、梁文仲、梁秀红、梁秀娟、梁秀萍、梁
裕金、梁月梅、廖海辉、廖世奎、廖源富、林波、
林桂育、林海光、林海强、林海生、林华、林继
鹏、林继兴、林可坚、林丽旋、林敏、林南发、林
钦贤、林秋燕、林卫兰、林显军、林心佐、林雄、
林尤川、刘才强、刘芳、刘国珍、刘海京、刘华
生、刘建忠、刘丽容、刘美兰、刘清芳、刘树伦、
刘万华、刘阳妹、刘宜润、刘志海、刘志南、卢
帆、卢海沿、卢海忠、卢洪平、卢湖华、卢建平、
卢瑞芳、卢新宇、陆斌、陆明、陆寿贵、吕波南、
吕小海、罗爱敬、罗国生、罗海生、罗加国、罗
军海、罗开平、罗荣光、罗荣卿、罗绍光、罗文
峰、罗文进、罗文清、罗永全、罗有庆、罗育忠、
马明昌、马青、马武昌、麦茂军、毛建武、门荣
建、蒙鸿丽、莫富胜、莫瑞清、莫仕英、莫早花、
农斌、农桂花、农汉收、农怀志、农民豪、农绍
海、农绍元、农兴武、农月英、欧满元、欧锡环、
欧雪莲、欧英孙、潘海成、潘海明、潘利、潘明、
彭德伟、彭光进、彭国生、彭国欣、彭国新、彭
国镇、彭立坚、彭宜和、彭宜熙、彭志宏、彭志
林、彭志雄、钱青霞、丘连南、邱有术、屈南标、
饶海标、饶海光、饶俊彪、任静凤、任茂圣、任
燕惠、任宇英、任兆有、阮子旺、沈文保、沈文
卫、沈文祖、沈奕华、时太理、时应旺、宋青芬、
宋扬才、苏啟全、苏福明、苏金芳、苏金珍、苏
开成、苏开平、苏利芬、苏利民、苏利卿、苏利
生、苏梅花、苏平、苏守昌、苏醒、苏亚雄、苏玉
娥、孙超、孙伟、孙壮、谭朝强、谭和雄、谭会
娥、谭其东、谭文辉、谭文清、谭文忠、谭亚祥、
谭遥仿、谭英花、谭英蓉、谭月华、谭运侦、谭
宗贵、谭宗汉、谭祖敏、汤海明、唐永生、唐有
妹、陶志峰、田军、王保建、王保青、王春梅、王
道、王定浓、王冠元、王海燕、王和平、王江南、
王开晓、王康勤、王丽春、王流阳、王群兰、王
茹、王淑英、王太勤、王宜斌、王英华、王玉梅、
王真、王忠惠、王忠庆、王柱举、韦德华、韦冬
云、韦飞、韦锦华、韦军乐、韦小云、韦艳茹、韦
召格、韦宗南、温伟强、温秀端、文禄峰、文兆
德、巫飞雄、吴代其、吴方春、吴海芳、吴海光、
吴海坤、吴海南、吴海英、吴华昌、吴立新、吴
木祥、吴清保、吴清军、吴神富、吴神建、吴淑
燕、吴庭英、吴武、吴永、吴志明、吴志平、武改
灵、伍洪芳、伍丽群、伍盛昌、洗菜锦、肖焕辉、
肖焕新、肖小玉、谢飞龙、谢桂玲、谢汉权、谢
进光、谢进胜、谢克忠、谢盛武、谢胜平、谢世
堂、谢世燕、谢文英、谢勇铭、谢裕坤、邢增雄、
许宝霞、许春东、许多忠、杨聪、杨海君、杨海
茂、杨海文、杨汉光、杨汉潘、杨陆茂、杨平、杨
泉茂、杨廷传、杨欣明、姚开寿、叶大灿、叶海
青、叶海云、叶秋生、叶世杰、叶植生、易宁、易
庆、尹建国、余辉、余小辉、余雄态、云维兴、曾
凡西、曾红楼、曾纪德、曾妙英、曾祥莲、曾晓
敏、曾裔东、詹道斌、占海辉、张成立、张成林、
张诚、张尔新、张芳勤、张桂梅、张国富、张国
秋、张国桢、张海东、张宏、张家禹、张齐东、张
庆光、张淑芬、张涛、张庭文、张文忠、张永忠、
张渝、张玉海、张月凤、张增级、张增营、张志
伟、张宗虎、张宗亮、赵财平、赵福值、赵刚林、
赵刚生、赵光、赵桂兰、赵洪英、赵良华、赵良
顺、赵录勇、赵陆军、赵铭、赵培海、赵平英、赵
权、赵生、赵小兰、赵肖权、赵新强、赵兴、赵玉
成、郑桂香、郑日兰、郑小红、郑有道、钟海军、
钟海生、钟海雄、钟积孙、钟家海、钟可远、钟
丽君、钟丽清、钟丽英、钟利广、钟利全、钟前
锦、钟瑞英、钟伟红、钟贤丽、钟献礼、钟燕萍、
钟有楦、钟裕美、钟月华、周安和、周桂清、周
海凤、周海龙、周怀信、周开亿、周凯旋、周凯
旋、周凯旋、周明雄、周萍英、周瑞坤、周晓曼、
朱德文、朱如燕、朱秀近、朱召军、朱召生、朱
志强、庄丙伍、庄大金、庄桂萍、庄汉光、庄胜
海、庄胜友、邹朝英、邹明昌、邹仁庆、冼荣锦、
冼贤丽、冼小权、邝建、晏建泽、覃德发、覃敏
和、覃敏堂、覃维深、覃维裕、覃业兴、覃业乙、
覃元英、覃宗武、陈运刚、邓爱明、方建固、黄
华武、梁凌玲、阮国光、石秀仙、吴益娣、曾光
华、陈海峰、伏明华、古丛堂、黄恒付、田德文、
万成英、吴庭河、邹学清；特此公告。

海南农垦金江农场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0日

海南农垦金江农场有限公司公告

高立柱广告设施认领公告
各高立柱广告设施权属单位：

你（单位）在G98环岛高速公路用地及公路建筑控制区内设
置的高立柱广告设施（见附表），已被我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条、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依法予以拆除，请
各广告设施权属单位自本认领公告发布之日起10日内，携单位
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身份证、受委托人身份证（以上三项复印
件盖章）及委托书（原件）到我单位自行认领已拆除的高立柱广
告设施。逾期未领取的，我单位将按遗弃物予以处理。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路政稽查二大队
2018年12月11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领取地址：三亚市吉阳区榆亚路60号 联系人：李翼扶
联系电话：0898-88263397/13337673258

权属单位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三亚永达广告有限公司
海口智洋盛世广告有限公司
海南中信投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海南千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北京汉煌正义有限公司
海南城广传媒有限公司
海南盛世鼎业投资有限公司
万宁万州广告有限公司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体育赛事中心
海南省委宣传部
乐东黎族自治县委宣传部
乐东黎族自治县旅游和商务局

数量（座）
38
1
1
1
2
1
1
1
1
2
2
3
8
2
1

备注

股权转让声明
2014年3月14日，海南登云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现更名为

海南晋商财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海南粤城实业有限公司、陈剑
宏、陈琼莺签订了《海南四海云天实业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书》，
将其持有的海南四海云天实业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陈剑
宏、陈琼莺。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陈琼莺。上述转让已经海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2018）琼民终560号民事判决确认，并已经办理完毕
工商变更登记。股权变更手续完成之前海南四海云天实业有限公
司对内对外所产生的所有债务均由海南晋商财富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海南粤城实业有限公司共同承担，与陈剑宏、陈琼莺及股权变
更之后的公司无关。特此声明。

海南四海云天实业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9日

中南西海岸项目2.5期规划方案调整公示2018-41
中南西海岸项目2.5期位于儋州市滨海新区第二组团（启动区）

控规B-02-02、B-02-03地块，总用地面积 70608.6平方米，建筑
总面积154857.32平方米，其中计容面积132649.02平方米。容积
率1.879，建筑密度22.59%，绿地率40.18%，停车位1281个。因
2018年6月政府提出新的潮位线，比原来200米潮位线多退6-9
米，导致该项目2.5期已通过报规方案需从新修改规划及报建。现
建设单位拟对该项目2.5期修规方案进行调整优化，调整的主要内
容有：1、建筑退至新潮位线内，02-42#朝向调整。37#-43#地面
计容面积不变。2、地库面积减少，面积从原来的10550.12平方米调
整为7607.00平方米，地库形状由原来的长条型变成类梯型，停车效
率提高；3、停车位调整为地上124个，地下1157个，调整后整体停
车位数量不变。为征求利害关系人和市民的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
前公示。1、公示时间：10天（2018年12月11日至12月20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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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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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XZ201812HN0108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转让以下资产：1、琼APJ285思域1.8
小型轿车，挂牌价格：53900元；2、琼AE0759丰田牌1.8小轿
车，挂牌价格：8000元。公告期：2018年12月11日至2018年
12月2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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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w.hainan.gov.cn/ggz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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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98-66558030（杜女士）、0898-66558023（孙女士），海南省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1 楼受理大厅 4 号窗口，电话：0898-
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8年12月11日

澄迈县土地储备整理中心拟建设的澄迈县桥头镇红山农场
“旱地改造水田”土地整治项目已具备施工、监理招标条件，现
拟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择招标代理机构。投标人资格要求：具
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工程招标代理乙级或以上资质；项
目负责人具有中级或以上职称。投标人于2018年12月11日
至2018年12月12日17时，由项目负责人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及
身份证、企业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2016年1月1日至
今具有总投资人民币1000万元（含）以上土地整理项目在海南
省政务服务中心平台代理业绩（附招标公告、合同协议书）盖章
复印件及原件到澄迈县金江镇金马大道澄迈县国土资源局501
室报名。联系人：王女士 联系电话：67629558

选择招标代理机构招标公告

澄迈县土地储备整理中心
2018年12月10日

中标公示
择优选取海口市面前坡棚户区改造项目B0201、B0601地块

地址勘察和建筑（含施工图）设计招标代理机构已于2018年12

月7日15点在海口市龙华区政府2号楼220会议室完成开、评标

工作，经评标委员会推荐，现确定：深圳市建星项目管理顾问有限

公司为第一中标候选人；中经国际招标集团有限公司为第二中标

候选人；陕西伍诚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为第三中标候选人。

如有异议可在公示期（2018年12月11日至12月12日）1个

工作日内向海口市龙华区房屋征收局投诉，电话：66775723

海南省委宣传部 海南省财政厅
关 于 海 南 省 媒 体 融 合 发 展
投资基金拟定合作机构的公示

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海南省创业投资引导
基金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琼府办〔2014〕89号）规定，海南省
委宣传部、海南省财政厅已于2018年12月4日组织专家对申报海
南省媒体融合发展投资基金的合作机构进行了评审。根据评审结
果，拟选定海南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合作机构，共同设立海
南省媒体融合发展投资基金。

现将遴选结果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18年12月11日至2018
年12月24日，共10个工作日。如对上述结果有异议，可在公示期
内将书面意见和证明材料提交海南省委宣传部、海南省财政厅。
书面意见和证明材料需分别加盖单位公章或签署真实姓名，并注
明联系方式。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69号海南广场4号楼海南省委
宣传部510室，邮编：570203，联系电话：65333867。海南省海口
市滨海大道 109 号海南省财政厅，邮编：570105，联系电话：
68512291。

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 中共海南省财政厅
2018年12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