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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8)琼0106执3131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8)琼0106执3131号执行裁
定书，本院将于2019年1月21日10时至2019年1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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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市石壁镇
永安街房产(房产证号：海房权证海字第15500号)及相应的198.6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海国用(2005)第0765号】。起拍
价:195万元，竞买保证金:19万元。增价幅度:10,000元。咨询时
间：自2019年1月7日起至2019年1月11日16时止接受咨询(双
休日除外)，展示看样时间:2019年1月8日上午9:30至10:30时
(自行前往看样)。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1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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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714023(司法技术室)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5436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2018年12月21日

为进一步充实人才队伍，为我院下一阶段的发展提供人才支
撑，我院现向社会公开招录专业人员26名。其中，计划引进注册
岩土工程师2人、一级结构工程师1人、公路勘察设计所主任工程
师3人、总工办副总工程师1人、公路工程研究岗2人；计划招录道
路桥梁工程设计岗5人、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岗3人、规划岗2人、

勘察岗1人、交通运输统计岗1人、人力资源管理岗1人、文秘岗1
人、行政资源管理岗1人、文件收发和文书保密管理岗2人。

具体的岗位条件、报名时间与方式、招录流程等信息请登录我院
官网http://jt.hainan.gov.cn/hnsjtghkcsjyjy/《通知公告》栏查阅。

联系人：郭先生 联系电话：0898—36392287

海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2018年专业人员招录公告

现受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海秀支行委托，定于
2019年1月3日10时在我司拍卖厅公开拍卖：1、黑色丰田轿车
GTM7200E一辆，行驶公里数约为27.8万公里，参考价2.5万
元；竞买保证金1万元。2、白色金杯中型普通客车，行驶公里数
为12.2万公里，参考价：0.4万元，竞买保证金:0.2万元。车辆按
现状净价拍卖。

标的展示时间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9年
1月2日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1 月2日17时之前到我司了解详
情并办理竞买手续。

地址：海口市金贸西路15号环海大厦公寓楼二单元15层
15B房

电话：68570895 18876741455
监督电话：13098980909（张先生）18907680886（王先生）

海南美林拍卖公司拍卖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琼0105执恢247号之一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江佳展与被执行人海南锋达彩印有限
公司、许松炎，林锦煜民间借贷纠纷-案，因被执行人海南锋达彩
印有限公司、许松炎、林锦煜不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本院决定对查封的被执行人海南锋达彩印有限公司所有的型
号为SP440日本小森对开八色印刷机一台、型号为LS440日本小

森五色印刷机一台按评估价7127450元的80%即5701960元于
2019年1月9日10时至2019年1月10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海
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
公开拍卖(法院账户名: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法院主页
网址: http: //sf. taobao. com/ 0898/13，具体拍卖内容请进
入网址查看)。

特此公告
二0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关于征询权属异议的通告
海土资美兰字[2018] 819号

韩秋雁持韩德坚(已故)名下的《房屋所有权证》(琼大房证字
NO140750号)、《土地权属来源证明》《公证书》等材料向我局申请
国有土地使用权权属确认。该宗地位于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镇沿
新南街30号，宗地四至为:北至沿新南街28号用地，东至沿新南
街，南至沿新南街32号用地，西至庭院。土地总面积为93.69平方
米，为国有土地，拟将该宗地使用权权属确认给韩秋雁。

凡对上述土地权属有异议的，自刊登之日起15日内，以书面
形式并持有关证据到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美兰分局申诉，逾期视
为无异议，我局将依法对土地权属进行确认。特此通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12月21日

（此件主动公开，联系人：陈先生，电话：65796639）

海南元宏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2018）海南儋法委187号

受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司对涉案财产进行公开拍卖：
位于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农场四队28305m2工业用地使用权[证号：白
国用（1996）第53号]及地上建筑物，整体参考价：799.82万元，竞买保证
金70万元。现将第一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9年
01月09日下午15：00；2、拍卖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海南省公共资
源交易服务中心）；3、标的展示咨询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
2019年01月08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4、收取竞买保
证金时间：以2019年01月07日17：00前到账为准；5、收取竞买保证
金单位名称：儋州市人民法院；开户行：儋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
部；账号：1010888390002698。6、缴款用途须填明：竞买保证金（如
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标的物按现状净价拍卖，买受
人承担一切税费。拍卖机构电话：0898-66512838 、66503148、
13086089366；法院监督电话：0898-23889105

儋州中央公园小区局部优化公示
2018-44

儋州中央公园小区项目位于儋州市区北部新区，华盛路与
茶山路的交叉口处，总用地面积33332.3平方米，根据施工图审
查和消防审查意见，在施工图细化过程中对1#、2#、4#楼裙房商
业进行局部变更：

一、减短1#、2#楼裙房商业进深，满足消防疏散距离；取消商
铺入口处台阶，裙房立面部分格栅调整为与柱子线条等一样的深
咖啡色仿石砖；调整商铺窗户分隔，取消商铺每个开间有两个窗户
之间的线条；取消商铺雨棚，调整为广告位；调整建筑屋顶构架玻
璃幕墙为整体格栅。

二、4#楼立面材料由原来的深咖啡色仿石砖变更为象牙面白
砖；简化外立面线条分隔，取消商铺雨棚。

三、变更后总建筑面积由97806.33平方米变更为97233.2平

方米，计容建筑面积由82984.7平方米变更为82456.74平方米，不
计容减少45.17平方米(地上架空、通道)，容积率由2.49变更为
2.474，建筑密度由17.5%变更为16.61%，其他指标不变。

1、公示时间：10天（2018年12月24日至1月2日）。
2、公示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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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

变 更 公 告
就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永兴镇20块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挂牌出让事宜，我局于2018年12月1日在《海南日报》
A10版刊登的（2018）第26号挂牌出让公告，现对该公告做
以下调整，其他挂牌出让条件不变：

一、23-01地块面积由5867.3平方米调整为5841.44平
方米。

二、23-02地块面积由13868.6平方米调整为13842.19
平方米。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12月25日

通知
宋华东先生:

你方承租位于万宁市日月湾旅游度假村第一幢房屋早

已于2018年03月14日到期，该房屋产权【万宁市房权证礼

纪字第100406号】已于2017年3月27日由法院裁定至我司

名下。虽经我司多次催告，你方仍拒不清场搬离该房，严重

侵犯我司的合法权益。现我司再次通知你方，请于2018年

12月25日前搬离该房，将房屋交还我司使用。逾期，我司将

依法追究你方非法占用我司财产的法律责任。

特此通知！

中城汇日月湾（海南）冲浪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22日

本报海口12月24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陈望 实习生张鑫）

“当我见到你的那一眼，我就爱上了你
……”23日晚，以“潮起海之南·欢歌
天之涯”为主题的2018中国（海南）民
歌盛典选拔大赛复赛在海口海甸城购
物中心广场落幕。

25组选手经过比拼，最终罗雅文
等16组选手成功闯入决赛。

当晚，在一首《三沙是我的家乡》

歌曲中拉开了中国（海南）民歌盛典选
拔大赛复赛第二场序幕。随后歌手先
后表演了《最美海南》《难别的爱》《海
南行》《黎家美》等海南民歌。

翩哈组合的主唱龙新告诉记者，此
次他们带来表演作品是《难别的爱》，该
歌曲表现了一对黎族恋人从相识、相
知、相爱到分离后的思念之情，“我希望
通过这个舞台，将黎族民歌演唱给大家
听，让大家喜欢上黎族民歌。”

“今天能和自己的妻子一起演绎
这首东方民歌，我觉得很开心。”参赛
选手许玉硬说，他和妻子结婚40年
了，他们今天带来的是一首情歌对唱。

海南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于宏表
示，非常感谢海南民歌盛典这个平台，
让海南的民歌歌者聚到一起，分享给大
家一场民歌大荟萃。此次比赛歌种比
较丰富，有民族、通俗、原生态，大部分
选手对歌曲诠释得都比较好。不过，他
还建议，选手要会选歌，这样才能把自
己的演唱特长更好地发挥出来。

本次2018中国（海南）民歌盛典选

拔大赛复赛分两场举行，选手根据抽签
顺序依次演唱，由评委打分后根据分数
平均分，最终排名前16组的选手晋级总
决赛。2018中国（海南）民歌盛典选拔
大赛决赛将于2019年1月9日举行。

据了解，本次活动以海为景，以歌
为媒，以赛为形，通过全媒体宣传，上
演一场多元音乐相互交融、传承与创
新并存，具有民俗情怀的视听盛宴。

本次2018中国（海南）民歌盛典
决赛评出金奖1名（奖金10000元）、
银奖2名（奖金5000元）、铜奖3名
（奖金3000元）、优秀奖10名（奖金

1000元）。赛后还设有民歌手机铃声
推广活动、海南新民歌创作采风活动、
海南民歌抖音秀以及新时代海南民歌
创作传唱课堂、海南民歌文化进校园、
进军营、下基层（文艺汇演）和海南民
歌MV拍摄等系列活动。

2018中国（海南）民歌盛典由海
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海南日报报业集
团、海南省文联共同主办，南海网及海
南各市县宣传部、文体局联合承办，海
南省音乐家协会、海南省民间文艺家
协会协办。活动得到了海口海甸城购
物中心大力支持。

中国（海南）民歌盛典选拔赛复赛落幕
16组选手晋级决赛

本报海口12月24日讯（记者
郭萃）12月24日下午，“再现毕加
索”国际艺术品保税展示交易会在
海口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产业园举
办。毕加索、达利、赵无极等国内外
艺术名家的200多件作品同时展
出，其中20多件毕加索作品为国内
首次展出。展会竞拍环节成交两件
作品，交易额6400万元，其中毕加
索名作《草地上的午餐》以3400万

元被藏家收入囊中。
此次展会是我省首次在海关

特殊监管区域内举办的国际艺术
品保税展示交易活动，旨在加快
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推动高层次
文化交流。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
独特功能赋予进口文化艺术品在
保税状态下开展展示交易的便
利，大幅降低了文化服务贸易企
业经营成本。

据毕加索作品专家乔纳森·纳
什（Jonathan Nash）介绍，此次竞
拍环节的名作《草地上的午餐》是毕
加索博物馆馆藏级作品。作品创意
起源于古典大师马奈的同名画作，
是毕加索陶瓷作品中最重要的作品
之一。乔纳森·纳什表示，海口作为
省会城市，高端文化产品需求将与
日俱增，希望今后有更多机会参加
类似活动。

海口举办国际艺术品保税展交会
毕加索《草地上的午餐》拍了3400万元

拍
卖
《
草
地
上
的
午
餐
》
。

本
报
记
者

古
月

摄

本报海口12月 24日讯 （记者
卫小林）12月23日晚，2018海南首
席模特颁奖盛典暨李小燕时装发布
会在海口市美兰区红树雨林演艺大
厅落幕，19号参赛模特马紫薇夺得
首席模特桂冠。

颁奖盛典上，22位经过初赛、复
赛晋级决赛的海南选手登台亮相，经
过时尚礼服、海南黎锦服饰和李小燕
新品时装以及才艺展示等环节的比
拼，最终由现场评委评出了颁奖盛典
的各大奖项。其中，19号选手马紫薇

夺得首席模特桂冠，3号选手李嘉雯
荣获平面冠军，18号选手陈子欣获得
平面亚军，6号选手王佳琪收获平面
季军，10号选手张译心获得形象大使
称号。另外，盛典还评出了最佳风采
奖、最佳身材奖、最佳人气奖、最佳表
现力奖、最佳潜质奖、最佳活力奖、最
佳造型奖、最佳仪态奖等单项奖。

据了解，海南首席模特颁奖盛典
自2014年起每年举办一届，今年是
第5届。本届比赛坚持往届盛典一
贯的时尚专业精神和发展本地服装

文化的理念，联手中国服装设计最高
奖“金顶奖”获得者、著名时装设计师
李小燕，举行了李小燕时装发布会，
以及海南本土时装设计师李沁玥时
装秀。本次比赛将时尚潮流服饰文
化与海南本土黎锦服饰文化融为一
体，为观众打造了一场时尚文化与传
统文化精彩碰撞的流行盛宴。

本届盛典由海南省职业模特协
会主办，海南自贸区时装周会展有限
公司、海口椰梦酒店、枷椗山居民宿
联合协办。

海南首席模特颁奖盛典收官

24日，《嵩山十方参学展》第34回在三亚举
办，本次展出的144件作品包括油画、水墨、书法、
篆刻等。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海南童星棋校20周年庆典活动
23日在海口举行，在庆典活动上，海
南日报记者遇见了前来参加活动的前
世界冠军谢军和亚洲第一个女子国际
象棋特级大师刘适兰。在这两位女子
高手眼中，海南国际象棋的推广和普
及工作做得较为出色，海南童星棋校
功不可没。

中国首位世界冠军谢军是海南国
际象棋界的老朋友，海南国际象棋的
发展也有她的“小功劳”。19年前，当
海南国际象棋刚开始推广时，她便来
到海口助阵。谢军说：“1999年初，我
第一次来海口和海南的国际象棋小棋
手们下了一次‘车轮大战’，那时我感
觉海南小棋手的水平有限，会下棋的
小孩子不多。不过，看得出来海南的
孩子们对国际象棋充满了渴望。”从那
时起，谢军每年都要来海南好几次，每
次来都要给海南的小朋友上国际象棋
课或下车轮战。谢军说：“我目睹了国
际象棋在海南一步步走进校园，在中
小学生中普及，也能明显感觉到海南

青少年选手的水平逐渐提高。”据了
解，国际象棋已在海南40多所中小学、
幼儿园“扎根”，40多万人会下国际象
棋。其中100多人在国内各项比赛中
进入过前8名。海南童星棋校被评为
中国国际象棋后备人才培养基地。

刘适兰目前担任深圳市棋院院
长，她曾是亚洲首个女子国际特级大
师，正是在她领衔下中国女子国际象
棋开始向世界冠军发起冲击。这是刘
适兰第一次和海南国际象棋接触。她
说，在深圳时听说海南国际象棋普及
工作做得不错，来海南后感觉名不虚
传。国际象棋的普及光靠一个人、一
个企业是无法做到的。海南各级政府
很支持国际象棋的发展，除了几项国
际大赛落户海南外，每年还有几个国
内青少年的比赛在海南举行。有了社
会和政府的支持，再加上海南童星棋
校的大力推广，看得出，海南国际象棋
的普及速度较快。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12月24日讯）

谢军刘适兰两位特级大师竖起大拇指：

海南国际象棋普及做得好

陈海佳鸟类画展开展
本报讯 第五届东寨港观鸟节系列活动之一

的陈海佳鸟类画展，12月23日下午在海南东寨
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举行。

据介绍，本次展览共展出陈海佳创作的鸟类
题材作品30件，多为水彩画作品。所画鸟类，包
括展翅翱翔的雄鹰、俯冲掠水的燕子、乖巧灵动的
麻雀等，种类繁多，但无不各具灵气和特色，为海
南各种飞鸟赋予了灵魂和美感。

陈海佳是琼海人，1990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大
学美术系，同年开始在省文化艺术学校美术专业
任教至今，现为省美协会员、省水彩画艺委会会员
和海南观鸟会会员，长期聚焦于海南自然生态和
鸟类题材绘画创作，作品多次荣获全国及省内外
各大奖项。本次活动由省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
局、海口市林业局主办。 （林讯）

澄迈社体指导员
举行爱心公益活动

本报讯 澄迈社会体育指导员下乡暨爱心扶
贫集市公益活动23日在澄迈加乐镇沉香产业基
地举办。200多名社会体育指导员和近千名群众
参加了此次公益活动。

据了解，本次主题为“社会体育指导员下乡+
爱心扶贫集市”活动，以“奉献、服务、健康、快乐”
为宗旨。主办方今年还举行了脱贫扶志扶智暨乡
风文明公益骑行宣传活动、骑行罗浮村购买爱心
瓜菜公益活动。

本次下乡文体节目包括小品、独唱和舞蹈，
社体指导员们表演了《小明星公益秀》《彩环舞》
《共同致富》《太极“八法五步”》《太极“太极花
扇”》《追梦人》等节目。本次活动由澄迈县社会
体育指导员协会主办，海南骑点体育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运营。 （林日俏）

本报海口12月24日讯（记者徐
晗溪）12月24日晚上，中国作家刘慈
欣携电影《流浪地球》剧组亮相海南，
在海南大学思源学堂举办影迷见面
会。刘慈欣讲述了这部电影创作背后
的故事，受到了海口影迷的热烈欢迎。

刘慈欣被誉为中国目前最有影
响力的本土科幻小说家，他凭借《三
体》获得第73届世界科幻大会颁发的
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该奖是公
认的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国际科
幻大奖，堪称科幻界的诺贝尔奖。刘
慈欣是该奖项自1953年设立以来的
首位亚洲获奖者。

电影《流浪地球》改编自刘慈欣
同名小说，由刘慈欣监制、郭帆导演、

吴京主演，系刘慈欣第一部真正意义
上从文字到影像的作品，从筹备拍摄
起便一直备受瞩目。据了解，电影拍
摄前，导演郭帆就已经制作了8000余
格分镜，30多分钟的动态预览，还邀请
了4位中科院专家作为顾问，以建立一
套完整严谨的世界观，展现小说中发
动机全貌和未来世界的生存环境，将
原著中的文字转化为视觉呈现。

据悉，该片将于2019年大年初一
上映。值得一提的是，导演郭帆毕业
于海南大学，曾执导《同桌的你》，与
海南渊源很深。他因此将母校海南
大学作为新片路演的第一站，并在现
场首次曝光了一些珍贵的拍摄花絮，
引得影迷阵阵喝彩。

作家刘慈欣亮相海南
分享电影《流浪地球》创作背后的故事

城市亲水赛海口收兵
本报讯 “生态海南”城市亲水定向挑战赛

23日在海口凤翔湿地公园举行，本次比赛吸引了
省内1000多人参加。

参赛选手的年龄在5岁至60岁之间，设专业
组和体验组。最终，评出了两组的前三名，他们分
别获得了2500元、2000元和1250元奖金。

城市亲水定向挑战赛趣味和竞赛相结合，赛
事活动分为AB两条线路，每组线路抽取具有随
机性，任务卡里的内容需要结合地图和指北针，通
过推理分析才能获得有效信息找到卡点。

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组委会运
用了“定向越野”的比赛形式，一张地图一个指北
针，生动有趣的过关游戏，体力与智力的结合，让
市民和游客们融入亲水的文化体验中，深入感受
湿地生态之美。 （小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