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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第二届海南迎春农产品扶贫展销会
时间地点：2019年1月23－27日海口
市秀英区长滨路五源河体育场举办。
主办单位：海南省总工会、海南省农业农
村厅、海南省商业总会，参展电话：
65396888 邮 箱 ：zgcicc@126.com

遗失声明
粤海铁路海南多元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海口招待所不慎遗失注册号为

460100000236595的工商营业执照

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粤海铁路海南旅行社有限公

司（注册号：460100000153728）

拟向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债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

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粤海铁路海南多元发展有限

责 任 公 司 （ 注 册 号 ：

460000000041151）拟向海口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

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交房通知
尊敬的中华坊海棠园业主：

我公司开发建设的中华坊三期海棠园17、19、21、

22、23、24号住宅楼，已具备交房条件。请各位业主尽快

前来中华坊物业管家服务中心办理入住手续。

特此通知。

海南金源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1月9日

县级2489.72吨储备粮采购公开招标公告
招标项目：县级2489.72吨储备粮 ,预算7718132.00元。供应商

资格要求：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
法人。2.提供2018年1月至今任意一个月份的社保和纳税证明。3.提
供企业在“信用中国”（http://www.creditchina.gov.cn/）网站上的

“信用信息”处查询结果截图（加盖公章）。4.提供企业在“中国政府采购
网”（http://www.ccgp.gov.cn/）网站上的“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
名单”处查询结果截图（加盖公章）。5.提供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
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声明函。6.购买招标文件参加本
项目，并按时提交投标保证金(5万元)。7.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招标文件的获取：时间：2019年1月10日08:30-2019年1月16日
17:30,300元/套,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苑路春江一号B单元18楼。
购买标书时须持单位授权委托书原件，有效法人及受托人身份证、单位
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复印件加盖公章。采购人：陵水
黎族自治县粮食储备公司；覃先生 ，0898-83087304；代理机构：海南
旭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符先生 ,0898-65359621

乐东黎族自治县公务用车涉改取消车辆拍卖公告
受乐东黎族自治县机关事务管理局委托，定于2019年1月17日

14:30公开拍卖：乐东黎族自治县公务用车涉改取消车辆共15辆（拍卖
清单详见我司网站）；竞买保证金：5000元/辆。展示地点：乐东黎族自
治县乐祥路94号停车场负三层；展示时间：2019年1月15日至16日；
交纳竞买保证金时间：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1月16日17:00前将竞
买保证金汇入我公司账户（户名：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账号：
46001002336050001935，开户行：建行海口市金盘支行营业部），竞买
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报名时间：1月17日9:30-12:00；报名及拍卖
地点：乐东黎族自治县江北新区尖峰路7号县委党校一楼会议室。特别
说明：竞买人须依照《海南省小客车保有量调控管理办法（试行）》的规
定取得指标，或具备小客车增量指标申请资格。报名时请携带身份证
原件、复印件、汇款凭证及海南省小客车增量指标证明文件或小客车增
量指标申请表（登录www.hnjdctk.gov.cn申请）。拍卖机构：海南天
悦拍卖有限公司；电话：15607579889；网址：www.hntianyue.com

（190110期）

关于规划方案获批的通知
海南中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7674801186）

邢志（身份证号码：210703196905013214）：

海南长流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流公司”）和海口市秀
英新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秀英公司”）联合开发的位
于海口西海岸的悦居酒店项目（以下简称“项目”）报建工作已完
成。在报建过程中，根据规划部门的要求，长流公司和秀英公司
与海口市规划局进行多次沟通和调整，海口市规划局已经于2018
年5月7日下发了海口市建设工程（建筑类）设计方案审查意见
书。后经过国安、人防等部门的联合审查，长流公司和秀英公司
于2018年 9月 11日取得海口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号：
460100201800085）。如下资料置备于长流公司和秀英公司，邢
志先生和海南中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可前来查阅：1、海口市建
设工程（建筑类）设计方案审查意见书（海建审【2018】040号）；2、
海口市国家安全局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报建）准予许
可决定书（海国安报字【2018】第1546号）；3、海口市民用建筑人
防工程规划审批意见书（海口人防规字【2018】121号）；4、海口市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号：460100201800085）。

海南长流实业有限公司
海口市秀英新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0日
附：联系方式
1、海南长流实业有限公司，联系人为王林强，联系电话

13876589392，地址为海口市海府路73号农建友谊大厦八楼；
2、海口市秀英新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联系人为甘冬梅，联

系电话15671937551，地址为海口市海府路73号农建友谊大厦
八楼。

关于确认施工图事宜的通知
海南中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7674801186）
邢志（身份证号码：210703196905013214）：

海南长流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流公司”）、海口市秀
英新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秀英公司”）联合报建位于
海口西海岸的悦居酒店项目（以下简称“项目”）已于2018年9月
11 日 取 得 海 口 市 建 设 工 程 规 划 许 可 证（ 证 号 ：
460100201800085）。目前，长流公司和秀英公司正在进行项目
的施工图设计及施工报建工作。同时，长流公司和秀英公司拟
确定广西中广宇建筑有限公司为项目施工的总承包单位。

因项目涉及海南中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昌公
司”）和邢志先生负责开发的部分，故请中昌公司和邢志先生在
2019年1月15日前向长流公司、秀英公司书面复函确认项目的施
工图及项目拟定的总包单位。若逾期未书面回复，视为中昌公司
和邢志先生对项目的施工图和拟确定的总包单位无异议，长流公
司和秀英公司将按上述施工图开展项目施工报建工作。

此外，项目已列为2018年海口市重点项目，按市里要求，项
目务必在2018年11月28日开工建设。根据协议书第7条的约

定，报建设完成后，各方权益的土地由其自行施工建设。因此，
请邢志先生、中昌公司尽快开始施工准备工作，以及承担相应的
费用。若因邢志先生、中昌公司的原因导致项目不能按时动工，
从而影响项目的竣工验收，应由邢志先生、中昌公司承担全部责
任。

如下资料置备于长流公司和秀英公司，邢志先生和海南中
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可前来查阅：1、海口市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证号：460100201800085）；2、项目施工图图纸；3、海口市
重点项目推进管理委员会的证明。

海南长流实业有限公司
海口市秀英新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0日
附：联系方式
1、海南长流实业有限公司，联系人为王林强，联系电话

13876589392，地址为海口市海府路73号农建友谊大厦八楼；
2、海口市秀英新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联系人为甘冬梅，联

系电话15671937551，地址为海口市海府路73号农建友谊大厦
八楼。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拟对琼海远征实业有限公司等265户的债权资产包
进行处置。截止2018年11月30日，该资产包债权总
额为123,372.94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
布在文昌、万宁、琼海、定安四个市县。该资产的交易
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
和良好的信誉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
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
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
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
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
买该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
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此
公告上的债权资产包处置标的（债务人名称、数量及
金额）为2018年11月30日的时点数，实际标的以最
终处置标的为准。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

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海南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陈恩晓、林瑾、杨亮
联系电话：0898-68663444

0898-68666481 0898-68663234
电子邮件：chenenxiao@cinda.com.cn、

linjin@cinda.com.cn、
yangliang3@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123-8号信
恒大厦17-18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898-68511302、0898-68623068。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yanxiaoyan@cinda.com.cn
huangzimin@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
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琼海远征实业有限公司等265户的债权资产包处置公告

本报海口1月9日讯（记者尤梦
瑜 实习生朱乃飞）1月8日和9日晚
上，由北京舞蹈学院创排的大型史诗
舞剧《井冈·井冈》在海口上演。这部
展现共和国成立前的峥嵘岁月，红军
为信仰执着追求，为理想前赴后继的舞
剧引来海口观众的热烈反响。两场演
出的门票在当日演出前就早早售罄。

现代声光电与舞台硬景的搭配营
造出精美、大气的舞台氛围。朵朵红
云下，绿水青山中，演员们以精湛舞姿
刻画人物角色，演绎感人情节。精彩
的舞蹈表达，情感的细腻把握，音乐的
独特运用，近两个小时的舞剧引来观
众掌声阵阵。

舞剧《井冈·井冈》是2018年北京
市年度文化精品工程重点项目，也是
国家艺术基金2018大型舞台剧和作
品的资助项目之一，荣获第十一届中

国舞蹈“荷花奖”舞剧奖。
舞剧包括“星火凌云”“井冈儿女”

“青谷长歌”“十送红军”四幕，再现了
90多年前，江西井冈山那段波澜壮阔
的革命岁月。舞剧中，红军夫妇托孤
在井冈山的后代，回首父辈留给他的
书信中所讲述的井冈山红军的故事，
以井冈会师、红米饭南瓜汤、送郎当红
军、小井之难、十送红军、托孤等真实
素材进行艺术呈现，展现当年红军为
信仰执着追求的坚定信念。

据该剧总编导、北京舞蹈学院院
长郭磊介绍，这部由北京舞蹈学院与
江西吉安职业技术学院联袂精心打造
推出的舞剧是对革命先辈们的缅怀致
敬，对坚守信念的讴歌礼赞。舞剧运
用了许多跨时空、蒙太奇、意识流的电
影、戏剧方式来进行更好的艺术阐释，
加深观众的观感。

舞剧《井冈·井冈》椰城上演

环海南岛棋牌巡回赛海口站收兵

潘弘历获国际扑克冠军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首届大家乐全民智力

运动大赛暨环海南岛国际棋牌巡回赛近日在海口
结束，潘弘历获得了分量最重的国际扑克项目比
赛冠军。

本次比赛共设国际象棋、中国象棋、竞技麻
将、竞技二打一以及国际扑克5个项目。

据了解，活动主办方组织选手在赛事间隙期
到火山口遗迹、文笔峰道家文化苑、观澜湖电影
公社等景区游览。该活动以旅游和棋牌赛事相
结合的方式，让选手在这个活动中体验多种游玩
乐趣。海口站为本次系列活动的首站，随后，这
种游赛结合的活动将在我省多个具有旅游特色
的城市举行。

本次赛事由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指导，
攻略互娱（海南）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和麦游互娱
（海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主办。

中视协文艺小分队走进昌江
本报石碌1月9日电（记者刘笑非 特约记

者林朱辉）9日下午，为促进昌江黎族自治县矿区
中学“影视小屋”项目的发展，“我们的中国梦·文
化进万家”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文艺小分队再次
来到昌江，借慰问演出的形式为当地学子送上丰
盛的文艺大餐。

演出现场，来自中国视协文艺小分队的成员
与矿区中学学生上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演出结
束后，辽宁大学表演系副教授赵海燕还为矿区中
学“影视小屋”的孩子们上了艺术课，此举旨在提
升学生们的艺术鉴赏水平和文艺表演水平。

去年9月，我省第二个“影视小屋”项目落户
昌江矿区中学，在让学生们享受到电视艺术发展
成果的同时，也能够让更多昌江青少年学生通过
这个平台实现自己的艺术梦想，并让昌江丰富的
文化资源也可以得到更好的挖掘和弘扬。

自“影视小屋”落户以来，来自中央电视台、海
南广播电视总台、海口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们先
后来到矿区中学为给学生们授课。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海南日报
记者近日从海南省足球协会换届选
举会议上获悉，省足协将加大构建青
训体系的力度，为海南培养更多的高
水平足球小将，让U系列“国字号”出
现更多的海南足球选手。

据省足协秘书长曾繁超透露，经
过近3年的培养，目前我省共有300
多名高水平的青训足球小将每周定期
接受专业训练，其中有3名球员入选
了国家U12集训队。省足协从2016
年开始，在海口、三亚、万宁、儋州、琼
中等5个足球中心市县完成了遍布琼
岛东、南、西、北、中的足球训练网点的
布局，并以中海足球俱乐为青训标杆，
设立了5岁年龄组至14岁年龄组共
10个年龄段的青少年足球队。

2019年，省足协还将继续加大
青训培养力度，让球队多参加国内外
的青少年比赛，以此增强球员的技战
术能力。曾繁超说，从本月20日开
始，中海足球俱乐部队的各年龄段球
队将参加在海口观澜湖举行的国内
青少年足球邀请赛。3月，中海足球
俱乐部队将角逐全国青运会U13组
预赛和全国青少年超级足球联赛
（U13和U14）。下月初，中海足球俱
乐部U14队将赴泰国进行一周的集
训和比赛。他们将和泰国同龄球队
进行3场对抗赛。泰国的青少年足
球水平这几年提高很快，海南队和他
们过招一定会受益匪浅。

据悉，为了让球队更具竞争力，
省足协将加大中海俱乐部9岁、10岁

和11岁3个年龄段球队的培养，每个
年龄段成立了3支球队。12岁和13
岁组的球队每个年龄段成立两支球
队。“通过队内竞争和对外的交流比
赛，我们有信心培养出本土的高水平
青少年球员。”曾繁超说。

据悉，吕建海任新一届海南省足
球协会主席，刘平久任常务副主席。
在换届后第一次工作会议上，新一届
省足协全体领导表示，将贯彻落实
《海南省贯彻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
方案实施意见的通知》和《海南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海南省足球
协会调整改革方案》的通知》等相关
文件精神，全方面促进海南足球发
展，展现海南足球发展新面貌，把海
南足球文化氛围做起来。

省足协新年新目标

为海南培养更多高水平足球小将

本报海口 1月 9日讯 （记者孙
慧）1月9日晚，海口广播电视台1000
平米演播厅内座无虚席，随着一首经
典的海南民歌《久久不见久久见》唱
起，2018中国（海南）民歌盛典总决赛
正式拉开帷幕。本次大赛经过初赛和
复赛两轮比拼，共有14组选手进入总
决赛。

最终，符学勤凭一首《调声歌侬喜
相逢》获得一等奖，杨文强和翩哈组合
获得二等奖，罗雅文等3组选手获得
三等奖。

在总决赛上，选手们演唱的曲目
多为各市县优秀的传统民歌，既有赞
美风景的《黎家美》，又有饱含恋人思
念的《难别的爱》，还有轻松欢乐的《春
雨来到咱苗村》等。选手们歌唱生活、
歌唱爱情、歌唱劳动、歌唱海南的山山

水水，博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2018中国（海南）民歌盛典总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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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名（奖金1000
元），并颁发证书、奖杯。赛后还设有
民歌手机铃声推广活动，新民歌创作
采风活动，民歌抖音秀以及新时代民
歌创作传唱课堂，民歌文化进校园、进
军营、下基层文艺汇演，民歌MV拍
摄等系列活动。

2018中国（海南）民歌盛典由省
委宣传部指导，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省文联共同主办，南海网及各市县委
宣传部、各市县文体局承办，省音乐
家协会、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协办，并
得到海口市海甸城购物中心的大力
支持。

海岛民歌悠扬传四方
中国（海南）民歌盛典总决赛落幕

➡ 图为选手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