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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9人排球赛月底举行
本报定城12月20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

者司玉）海南日报记者12月20日从定安县文体
局获悉，2018年定安县9人排球争霸赛将于12月
29日至31日在该县定城镇灯光球场举行。

据了解，本次比赛将有定安县教育局、定城
镇、龙河镇、新竹镇派出队伍参赛，比赛采用传统
的9人制，通过循环赛，以积分计取名次。每场比
赛采取5局3胜、每局21分制。其中，3：0或3：1
取胜时，胜队得3分，负队得0分；3：2取胜时，胜
队得2分，负队得1分。

本届赛事由定安县委、县政府主办，定安县文
体局承办，旨在进一步促进该县全民健身运动开
展，丰富群众的文化体育生活。

广告

陈琼斌向我局申请补办位于海口市美兰区下贤村，使用权面

积为215.07平方米土地的海口市国用（96）字第33320号《国有土

地使用证》，经调查，上述《国有土地使用证》已登报挂失，现通告注

销,该证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凡对此有异议者,请自本通告之日起

15日内向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美兰分局提出书面申述。逾期无异

议，我局将依法给陈琼斌补发上述宗地的《不动产权证》。

（此件主动公开，联系人:赵女士 电话：65361223）

特此通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注销海口市国用（96）字第33320
号土地证和补发不动产权证的通告

海土资美兰字〔2018〕804号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12月18日

中标公示
屯昌县乌坡镇玖耐村基本农田建设项目（一期）（施工、监理）招

标，于2018年12月19日在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进行了公
开招标，已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和有关法规要求完成开评
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推荐：

施工一标段：①中建中联集团有限公司；②海南宏基晖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③海南鼎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二标段：①海南晟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②海南新坐标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③海南宏基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监理：①广东宏茂建设管理有限公司；②中瑞建园工程管理有
限公司；③海南江和源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公示期：2018年12月21日至 2018年12月25日，如有质疑
（或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招标人提出。

具体内容详见《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海南省）》《中国采购与
招标网》《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联系人：王工 0898-65322015

海口市塑料工业公司关于实施企业终止解散
改制而解除劳动关系终止劳动合同的通知
各位在册下岗职工:

本公司隶属于市二轻联社,是一家具有60多年历史的城镇集
体所有制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
第9条、第17条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停产歇业已二十年的实际,主
张实施企业终止解散之改制,并依法依规召开了六次全体职工大
会，经与会职工们审议表决通过了《公司关于实施改制分配安置方
案》等五项重大议案(重大问题事项),都已有效成为各次职工大会的
决议:且已获得海口市二轻联社批准:同意实施改制。为了落实执行
职工大会各项决议,现就通知各位在册下岗职工,于2018年12月
24日至2019年1月10日期间内回公司办理解除劳动关系、终止劳
动合同相关的失业、求职、档案托管、续社保、改制权益兑现等手续,
逾期不回办理,其后果责任自负。

特此通知。
二0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陵水鸿盛潜水教练
服务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根据《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陵水鸿盛
潜水教练服务有限公司于2018年12月19日股东形成
决定如下：因经营不善，严重亏损，决定解散并注销陵水
鸿盛潜水教练服务有限公司。注销前，由冯英、何少忠、
邢益尧组成本公司清算组，其中冯英为清算组负责人，清
算组应根据规定履行职责。联系人：冯英，电话号码：
13976649992。

陵水鸿盛潜水教练服务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20日

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北昌矿区建筑用玄武岩矿采矿权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自然资源部《矿业权交易规则》及《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海口市国

土资源局琼山分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北昌矿区建筑用玄武岩矿采矿权。本次挂牌出让由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琼山分局
委托海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采矿权的基本情况

二、本次挂牌出让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
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三、竞买人资格条件及要求：1、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的企业法人，竞买申请人只能单
独申请参加竞买，不接受联合竞买申请，注册
资金不少于3000万元。2、企业具有碎石加
工和矿业开采经营范围。3、参与海南省采矿
权招标、拍卖或挂牌出让的竞买人，受到省、
市（县）国土资源部门禁止参与竞买处罚且期
限未满的，以及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不得申请竞买。4、在我局整顿和规范采矿秩
序过程中不存在乱采、滥挖、越界开采等违法
违规行为，无因未履行义务被取消竞得人资
格、冒用采矿许可证等不良行为。5、须提交
《竞买承诺书》（样本见《挂牌出让手册》）。6、
须按要求缴纳竞买保证金。7、遵守采矿权出
让相关法律法规。

四、竞买咨询及竞买申请:1、有意竞买者
可到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地址：海
口市国兴大道9号会展楼）一楼土地矿产交
易窗口查询和获取《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北

昌矿区建筑用玄武岩矿采矿权挂牌出让手
册》，并按该手册的具体要求申请参加竞买。
2、竞买申请时间：2018年12月21日上午8:
30至 2019年 1月 21日下午 16:30（北京时
间，下同）。

五、竞买资格审查与确认：经审查，竞买
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符合竞买人
资格条件及要求的，在2019年1月22日下午
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挂牌时间及地点：1、挂牌起始时间：
2019年 1月 23日上午8:30;2、挂牌截止时
间：2019年 2月 20日上午10:00;3、受理挂
牌报价时间：上午8:30至11:30和下午14:
30至17:30（工作日）；4、挂牌地点：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203室。

七、风险提示及其他事项：1、采矿权投资
存有不可预计的自然因素变化、政策法规变
化等风险，竞买人在竞买前应认真了解相关
情况，充分评估投资风险，在竞得后须自行承
担风险所带来的损失。2、涉及到林地、土地
使用、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有关事项，由竞

得人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涉及矿区用
地租赁、地上附着物赔偿、道路使用等事宜，
由竞得人与相关权益人自行协调解决。3、海
口市国土资源局琼山分局定于2018年12月
27日组织矿区现场踏勘及答疑，有意竞买者
请于当日上午9:00时前到该局集合（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文庄路20号国土琼山
分 局 ，联 系 人 ：陈 先 生 ，电 话 ：0898-
65800269）。4、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
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5、本次挂牌出让不接
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竞买申请。

八、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0898- 65236087 65303602
联 系 人：陈女士 李先生
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1、矿区范围坐标（大地2000坐标）J1: 2164509.149，37460366.100……J28: 2164436.069，37460377.640，具体坐标详见《挂
牌出让手册》第二章挂牌出让须知。2、出让年限自登记发证之日起计算，期满不延续。3、成交后竞得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冲
抵采矿权出让收益，未竞得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在挂牌活动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按原缴款账户予以退还，不计利息。

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北昌矿
区建筑用玄武岩矿采矿权

海口市琼山区
大坡镇北昌村

采矿权名称 矿区地址
资源储量
（万m3）

矿区面积
(平方公里)

开采规模
（万m3/年）

出让
年限（年）

挂牌起始价
(万元)

竞买保证金
(万元)

开采标高
（m）

291.9 0.144 30 10 1976 1900 90～37

备注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琼山分局
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
（海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

2018年12月21日

海南定安南丽湖国际康复旅游公司：
你公司用地位于定安县南丽湖西南部，土地面积为

182520.91平方米，土地证号为定安国用（95）字第198号。根

据定安县人民政府《关于无偿收回海南定安南丽湖国际康复旅

游公司182520.91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决定书》（定府

〔2017〕101号），现依法公告注销你公司定安国用（95）字第198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特此公告

定安县国土资源局
关于注销定安国用（95）字第198号

《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公告

定安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12月21日

声明
海南省中信博鳌山钦湾项目（以下称本项目）系声明人海南中

信国安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声明人”）开发建设，近期，声
明人发现有公司通过签署认购书、预约协议、会员登记等形式，对外
出售本项目房屋，为了厘清事实，以正视听，现声明如下：1、声明人
是本项目的合法开发商，负责向政府报建、报批及备案等，声明人未
授权任何公司或个人以任何形式销售、出租或以其他形式处置本项
目物业。2、各购房人在购买本项目物业时，务必审慎审核出售人的
主体资格。销售、租赁及任何其他形式处置本项目物业的文件在未
有声明人盖章确认的前提下，声明人均不予认可、不予执行，且声明
人不承担任何责任。3、声明人为进一步贯彻国家有关保障房地产
业健康发展的要求和精神，对前述违法行为均会按照有关规定追究
到底、绝不姑息。希望借此与各位共同维护本项目的健康发展，共
建良好的经营环境和销售秩序。特此声明

声明人：海南中信国安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8日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关于海口市面前坡片区
棚户区改造策划及规划设计方案公示启事

海口市面前坡棚户区改造片区位于龙昆南路西侧，属于海口市规委
会审议通过的《海口市金牛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范围。现该片区棚改
策划及规划设计方案由市房屋征收局组织编制并经专家评审原则通过，现
已重新修改完善方案。因该方案涉及对控规的修改，根据《城乡规划法》等
有关规定，为广泛征求利害关系人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
行公示。1、公示时间：30个工作日（2018年12月21日至2019年2月1
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规划委员会网站（http://ghw.haikou.gov.cn）、
海口日报、海南日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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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7房海口市规划委员会详细规划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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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咨询电话：68724377，联系人：王雅。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12月21日

土地出让暂停公告
刊登于2018年11月21日《海南日报》B05版及相关网站

发布的《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文土告

字〔2018〕5号），拟挂牌出让的文国土储（2018）-2号地块因故

中止挂牌出让活动。

特此公告

文昌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12月21日

全县13个民营剧团年演出2200余场

临高曲艺舞台周周演形成特色
本报临城12月20日电（记者刘

梦晓 通讯员王信隆）声声传戏韵，曲
曲奏佳音。由临高县文联主办的临高
县曲艺舞台周周演活动，让全县13个
民营剧团年演出达2200余场，这样的
演出形式成为了抢眼的临高特色。

上周的演出中，临高县歌舞团曲
艺队、临高新风木偶戏团和临高县曲
艺爱好者表演了临高人偶清唱《唱

吉》、临高方言三句半《打赢脱贫攻坚
战》和哩哩美说唱《游文澜》等具有临高
特色的曲艺节目，受到观众欢迎。其
中，说唱节目《公园县果园村》是今年参
加海南省第三届曲艺大赛的获奖作品。

当天的晚会上，还表演了快板《美丽
临高清洁乡村》、长寿之乡题材舞蹈《祝
寿》、渔家舞蹈《我心中的故乡》以及哩哩
美歌曲联唱等临高本土元素的歌舞节

目，大大丰富了临城群众的文化生活。
临高县文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

了挖掘和传承临高曲艺曲种，提高曲
艺创作水平，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
化生活需求，自2016年11月起，临高
将创建“中国曲艺之乡”纳入全县文化
发展工程，对创建工作思路、目标任
务、实施步骤和推进要求作出具体部
署，并从组织、人员、场地、设备、经费

等方面予以保障，做到“有班子、有阵
地、有队伍、有培训、有创作、有展演”，
临高曲艺舞台周周演活动就是其中一
项重要内容。

临高依托曲艺舞台周周演活动、
惠民展演、文艺下乡、专场汇演、传统
节日表演等活动，围绕脱贫攻坚、“双
创”、法制建设和禁毒宣传等内容，组
织举办了系列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

曲艺巡演活动。
截至目前，临高全县13个民营剧

团，年演出场次就达2200余场，其中
送戏下乡便超过2000场，有力推进了
曲艺文化进社区、进机关、进企业、进
校园、进乡村、进景区，使临高曲艺曲
种影响不断扩大，临高文艺工作者也
打造出了更多更好的贴近群众生活的
新作品，展现了临高曲艺的艺术魅力。

本报嘉积12月20日电（记者丁
平）12月 20日，2018第 2届更路簿
杯帆船赛启航仪式在琼海潭门举行。

10支来自全国各地的专业帆船
参赛队列阵出港，将在南海进行首场
竞逐，并在赛程的特定航段采取还原
更路簿历史航海的方式，用罗盘和海
图等传统导航工具及方法进行导航，
将中国传统的航海文化和航海技术融
为一体。参赛船队将挑战风浪、天气

和技能、智力、心理、体能极限。
据悉，本届帆船赛除启航仪式和

紧张激烈的海上竞赛之外，还将举行
青少年航海文化和海洋知识公益科普
讲座、青少年航海体验、帆船航海进校
园等系列公益活动。

本届赛事由中国太平洋学会、中
国航海学会主办，琼海市政府、中国帆
船帆板运动协会、海南省旅游和文化
广电体育厅、海南海事局联合举办。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12月20
日，阿里影业旗下一站式宣发平台灯
塔在京发布《选择的力量——2018
中国电影市场用户观影报告》（以下
简称灯塔报告），对2018年中国电影
用户、票房、热点作了系统梳理，并预
测2019年春节档有望再创辉煌。这
是海南日报记者11月20日从阿里
文娱大麦网海南站获悉的。

灯塔报告显示，中国电影市场正
呈年轻化趋势，越来越多年轻观众走
进影院，19 岁及以下观影人群从

2016年的2%增加至2017年的4%，
2018年更是增加到了8%，实现连续
3年翻番式增长，年轻人成为了电影
市场的主力。2018年，25岁以下观
影人群也呈持续增长态势，占比达到
39%，这也使得电影内容和宣发向年
轻化、互联网化发展。2018年，中国
电影票房将正式迈入600亿元时代，
预计全年总票房将达610亿元，比
2017年的559亿元增长约9%，且国
产片票房占比首超6成。

海南日报记者从灯塔报告中了

解到，用户调查结果显示，2019年大
年初一将有13部国产新片上映，从
影片数量、质量看，都比以前春节档
更强。特别是宁浩执导的疯狂三部
曲终篇《疯狂的外星人》，韩寒导演的
《飞驰人生》，周星驰执导的《新喜剧
之王》，主打新年合家欢的动画电影
《小猪佩奇过大年》，将受到观影人群
高度热捧。唯一“不确定”的是，有
55%的受调查用户还未选好2019春
节档先看哪部影片，这表明2019年
电影春节档有望再创新辉煌。

本报临城12月20日电（记者刘
梦晓 通讯员王祝华）2018年临高学课
题推进汇报会12月20日在临高举行。
来自广东、湖北、海南、香港等地社会科
学界的专家听取课题研究阶段性成果
汇报。经研讨，专家组建议将临高作为
区域历史研究的重要基地，加快学术成
果结集工作，预计有15部相关著作于
2020年前后完成编撰出版工作。

据了解，2016初，海南省临高文化
研究会成立，聚集了一批国内学者，以
临高文书档案、典籍文献、地表文物和
生态文化遗存为基本资料，以临高语族

群文化为研究对象，建立临高学研究综
合性学科。该研究会确定了15个课
题项目作为重点课题，内容涉及临高
语族群来源、秦汉以降至唐宋临高语
族群居住分布、明清时期临高语族群
与闽南语族群融合后的文化景观等。

目前，临高学研究的15个课题已
全部被国内知名高校和海南多位跨学
科专家学者承接，已有多篇有影响力
的论文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两本临
高学论文集出版发行，预计2019年将
有3部著作面世，2020年前后，15部
著作全部完成编撰出版。

2018年临高学课题推进汇报会透露

15部临高学著作酝酿出版
徐国良散文集《爱行天下》出版

本报三亚12月20日电（记者林诗婷 通讯
员罗丕智）三亚作家徐国良散文作品集《爱行天
下》日前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共29万字，分《爱及亲朋好友》《爱及故
乡故土》《爱及自我生命》《爱及芸芸众生》《爱及事
业职责》《爱及国家社稷》《爱及生活万象》等7辑。

徐国良曾任海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三亚市
委常委、三亚警备区政委，系中国作协会员、海南
省作协理事、三亚市作协副主席，已出版散文作品
系列集《德行天下》《诚行天下》《度行天下》《美行
天下》《兵行天下》等。

本报海口12月20日讯（记者徐
晗溪 通讯员刘恋）为助力轻小说创作
在海南的发展，爱奇艺日前在爱奇艺
海口创意中心举办轻小说海南宣讲
会，这是海南日报记者12月20日从
爱奇艺获悉的。

据介绍，轻小说是一种盛行于日
本的文学体裁，简单理解就是“可轻松
阅读的小说”。轻小说大多会用读者
惯用的口语进行创作，并配以动漫风
格的插图，在强化人物形象设置的同
时，兼顾年轻读者的阅读体验。在题

材内容上，轻小说涵盖青春、校园、奇
幻、恋爱、惊悚、推理、历史、电玩、动漫
等多个领域，颇受年轻读者喜爱。

据了解，爱奇艺今年成立了“轻春
联盟”，旨在通过达成与众多知名轻小
说网站及阅读平台的合作，从源头获
取优质IP。为促进海南本土轻小说
创作，爱奇艺海口创意中心特邀“轻
文”轻小说负责人朱周易为海南作者
解读轻小说，希望通过搭建交流平台
创造合作机会，以“大平台+奖励机
制”吸引海南轻小说作者投身创作。

本报海口12月 20日讯 （记者
郭萃）12月31日晚7时至2019年1
月1日零时30分，海口火山跨年音乐
节将在五源河体育中心体育场举
行。届时，许巍、老狼、黄贯中等著名
音乐人将为观众带来一场音乐盛宴。

海口火山跨年音乐节作为文化
产业发展的新尝试，力求通过“品海

口”“享海口”“燃海口”和“爱海口”4
个篇章，展现海口文化魅力，打造海
口火山跨年音乐节品牌，引领海口文
化消费，丰富海口文化品位，引导海
口新的跨年生活方式。

据悉，本次音乐节是海口首次引
进专业级完整音乐业态，在长达近6小
时的跨年音乐盛会中，中国摇滚音乐

界重量级人物许巍、中国校园民谣代
表人物老狼、中国独立音乐新生代代
表赵雷、亚洲传奇乐队Beyond核心人
物黄贯中、中国风电子音乐领军人物
徐梦圆等将为现场观众带来大餐。

本次音乐节由海口市政府支持
指导，中民文化传媒发展（三亚）有限
公司主办。

海口火山跨年音乐节31日晚举行
许巍、老狼、黄贯中等著名音乐人将现身

爱奇艺助力海南轻小说创作

第2届更路簿杯帆船赛启航

《2018中国电影市场用户观影报告》发布

2019年电影春节档有望再创辉煌

12月20日，第四届洛阳白云山杯中国围棋
棋圣赛在北京开幕，本月将在中国棋院进行预选
赛、入围赛和资格赛。图为棋手邬光亚（左）和王
昊洋在预选赛中。 新华社记者 贾宇辰 摄

第四届中国围棋棋圣赛开赛

中国足球“工资帽”细则公布
职业联盟拟明年成立

据新华社上海12月20日电（记者朱翃 公
兵）20日，2018年中国足球协会职业联赛总结大
会在上海举行，会上公布了“工资帽”等新政细则，
足协还将推动职业联盟在2019年挂牌成立。

会议最受关注的当属“工资帽”等新政。中国
足协准入审查部部长何玺介绍，中超球员薪酬支
出占俱乐部总支出比例限额将逐年下降，2019年
至2021年分别为65%、60%和55%。中超国内
球员个人薪酬（不含奖金）最高不超过税前1000
万元。参加2019年亚洲杯、2022年卡塔尔世界
杯预选赛的国家队球员在个人最高薪酬限额基础
上上浮20%执行。2019年1月1日起，在中国足
协新备案的合同按限额签订；合同尚未到期的球
员，待现有合同到期后再按限额重新签订。

黄贯中老狼许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