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乐”度元宵

■■■■■ ■■■■■ ■■■■■

文体新闻 2019年2月20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满国徽 主编：卫小林 美编：王凤龙A11 综合

广告

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对白沙黎族自治县地
区网络系统进行优化。届时，系统优化地区的部分专线、
ITV、上网、语音等业务使用将受中断60分钟影响。具体情
况如下：

u2019年2月27日00:00－04:30，对白沙黎族自治县
接入网南开乡、细水乡 网络系统进行优化。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02HN0023

受委托，按现状对位于陵水黎族自治县提蒙乡老包园村
海南鸿腾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种养场土地进行公开招租，租期
五年，挂牌底价为75.66万元/五年。公告期：2019年2月20
日-2019年3月5日。对竞租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
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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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26郭先生、66558023孙女士；海南省公共资
源交易网（http://zw.hainan.gov.cn/ggzy），海南省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 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2月20日

根据海口市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018】582号要求，我委组织开展了
《海口市长流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503地块建筑高度修改论证工作，
于2019年1月15日通过专家评审，下一步我委将按程序完善控规调整工
作。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个工作日（2019年2月20日至4月2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规划委员会网站（http://ghw.haikou.gov.cn），

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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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5房海口市规划委详细规划处，邮编570311。（3）意见
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8724373，联系人：蒙波。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9年2月20日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关于《海口市长流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503地块建筑高度修改公示启事

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对海口农垦、东方网络系
统进行优化。届时，系统优化地区的宽带上网、IPTV业务、
WIFI业务、所有专线业务、VOIP语音业务、ITMS业务业务使
用将受中断2个小时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u2019年2月26日2:00－6:00，对海口农垦地区的宽带
网络系统进行优化；

u2019年2月28日2:00－6:00，对东方地区的宽带网络
系统进行优化；

u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拟对拥有（或受托处置）的陵水中银发展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公

开处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债权资产情况
标的债权一：截至2018年12月31日，我公司拥有对陵水中银发展有限公司的债权本金余额、重组收益（或重组宽限补偿金）及违约金

合计人民币2,115,455,814.58元，具体详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债务人名称
转让债权
第一笔
第二笔
第三笔
合计

陵水中银发展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

127,000,000.00
883,230,000.00
459,900,000.00

1,470,130,000.00

重组收益（或重组宽限补偿金）
201,876,937.50
387,701,168.75
55,747,708.33
645,325,814.58

合 计
661,776,937.50

1,270,931,168.75
182,747,708.33

2,115,455,814.58

备注：本公告清单所列债权余额为本金余额 1,470,130,
000.00元，重组收益（或重组宽限补偿金）645,325,814.58元，暂计
算至2018年12月31日，债务人应支付给我公司的收益、费用按相
关合同协议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上述债权项下的权利义务一
并转让。

标的债权二：华融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对陵水中银发展有限公司
进行托管产生的相关债权费用，合计人民币125,425,633.32元。
（暂计算至2018年12月31日，具体金额以最终确认为准）

特别说明：上述标的债权一和标的债权二作为本次资产处置的
标的一并整体转让。

二、交易条件
要求买受人信誉好，有一定资金实力并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

的风险，交易资金来源合法。
三、对交易对象的要求
1、竞买人为符合国家规定的国内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

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
2、竞买人不属于以下人员，也未与以下人员存在交易或其他影

响债权转让竞价公正性、正当性的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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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
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本次竞价标的所
涉及的债务人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3、竞买人对本次竞价转让的标的债权权利状况完全了解，对本
次竞价转让的规则完全认可。

4、竞买人应自行确认自身是否具备竞买资格，如因竞买人竞得
标的资产后由于自身不具备竞买资格而导致的一切后果和损失由
竞买人自行承担。

四、公告期限
公告期限为20个工作日，为2019年2月20日至2019年3月

19日，公告期内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有意向者请在本
公告期限截止日期前提交书面意向书。

五、联系方式
受理公告事项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周女士：010-57809321，陈女士：010-57809327
杨先生：0898-66786621，朱先生：0898-66734399
六、受理排斥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联系人及举报电话：
聂小华：010-57809365，陈美婷：0898-66719311。
联系地址：1、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2号院2号楼；2、海

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53-1号。
传真：010-57809374，0898-66700042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发布日期：2019年2月20日

公 告
海南仁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于2019年2

月14日在海南日报A08版刊登的《严正声明》

公告，内容里表达的“有人冒用海南仁本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的名义伪造《备忘录》和《股权所

有确认函》”，与海南仲裁委员会（2018）海仲字

第508裁决书所认定的事实不符，该期公告内

容没有相关事实和法律依据，特此公告。

2019年2月20日

中国男排公布新集训名单
新华社北京2月19日电（记者韦骅 徐征）

为完成国家男排 2019 年各项参赛任务，冲击
2020年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中国排协19日在
官网公布了中国男排新一期的集训名单。

在这份14人的大名单中，八一南昌队共有包
括袁党毅在内的6名球员入选。进入2018-2019
中国男排超级联赛前四名的北京、上海、江苏和山
东队运动员暂不参加本次集训，集训人员和时间
根据联赛赛程另行通知。

东京奥运会排球资格赛中国男排被分在了F
组，同组的还有加拿大、阿根廷和芬兰队。按照预
选赛赛制，每个小组的第一名将直接晋级奥运会。

中国男排集训名单：李学林、张景胤、陈磊炀、
缪阮彤、陈嘉杰、彭世坤、陈禧龙、郭顺祥、毛天一、
袁党毅、修成城、唐川航、杜昊昱、马晓腾。

定安举办体育大拜年活动
本报定城2月19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陈春羽）2月18日晚，2019年体育大
拜年全民健身活动暨元宵广场舞展演在定安县定
城镇沿江公园举行，来自各乡镇、社区的25支代表
队共400余人参加展演，吸引近5000名群众观看。

当晚7时30分，展演在舞狮队拜年和开场舞
《盛世鼓舞》中拉开序幕。随后，广场舞《创造奇
迹》《城市山林》《花火》《醉夕阳》等精彩节目轮番
登场，为喜庆的节日增添了别样的欢乐气氛。

演出过程中，演员们踏着轻快的节奏，舞动身
躯，演绎多种舞蹈，从活力十足的广场舞到柔美欢
乐的民族舞，再到刚柔并济的太极扇，展现出活
力、阳光、健康的形象。参演者中不仅有中老年团
队，不少年轻人也参与其中，引得现场观众纷纷用
手机记录一个个精彩瞬间。

成龙新片将再到迪拜取景
据新华社迪拜2月19日电（记者苏小坡）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电影和电视委员会18日在
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演员成龙将继《功夫瑜伽》之
后再次到迪拜制作新的电影，影片名为《急先锋》，
导演是成龙的老搭档唐季礼。

迪拜电影和电视委员会主席贾迈勒·谢里夫透
露，除成龙外，这部新片演员还包括杨洋、朱正廷等。

谢里夫说，迪拜欢迎本地、区域和国际电影制
作人来此制作和拍摄影片。他希望本地政府和私
营部门像支持《功夫瑜伽》一样，继续支持这部由
成龙主演的新电影。

2015年9月至10月，由中国和印度合作的电
影《功夫瑜伽》在迪拜取景。影片中，观众可看到
棕榈岛、谢赫扎耶德大道等多处迪拜知名地标。

近年来，中国和阿联酋文化交流日益密切。
2018年10月1日，首届迪拜中国电影周开幕，为
中阿两国电影业搭建了交流合作的平台。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海口观澜湖杯”2018-2019广
州恒足总冠军赛近日在海口观澜湖
足球基地收兵，比赛吸引了全国各地
128支队伍共2000余人参赛，是海南
近年来举办的水平最高的一次青少
年足球比赛。海南省足协中海足球
俱乐部 U12 队和 U14 队分别获得
U12组和U14组两个组别的亚军，中
海U13队获得第4名，成绩颇为亮
眼。取得如此战绩，都应归功于海南
足球青训。

海南青训足球起步较晚，至今尚

不满3年。2016年，省足协下决心搭
建起海南青训足球体系，成立了5岁年
龄组至15岁年龄组共11个年龄段的
中海青少年足球队。建队之初，中海俱
乐部给自己制定了“技术流”的风格。

由于海南缺乏专业的青少年足球
教练，省足协聘请了多名广东籍教练
作为中海的青训教练。这些广东籍教
练具有丰富的青少年青训执教经历，
他们年轻时也都曾是专业足球运动
员。省足协负责人说，海南中海队要
走“技术流”路线，恰好广东籍教练也
特别注重青少年球员脚下技术的训
练，因此聘请广东教练来琼执教。

经过近3年苦练，目前已有300
多名省内青少年在中海足球俱乐部
受训。其中，中海队球员张祖民去年
入选新一届国家男足U14优秀球员
50人集训队。中海教练许耀麟说：

“最近3年来，海南踢球的青少年越
来越多，好苗子也正在不断冒出。”
2017年初，许耀麟执教中海U14队，
当时他要率队参加华南区比赛，选拔
队员时让他很犯愁，因为可供他挑选
的适龄球员有限。现在，中海队每个
年龄段都有2支或3支球队。2018
年，中海俱乐部派出3支梯队参加全
国青少年超级联赛华南区比赛，虽然

小组未出线，但这3支队伍在和广东
球队较量中成绩不俗。

省体育部门在海口美兰区灵山
镇后良村修建了6块标准草坪足球
场，让海南青少年球员有了“家”，参
加青训的孩子们训练时不再“打游
击”了。省足协负责人说，中海足球
俱乐部各梯队每周二和周四训练，周
末在后良村6块标准草坪球场训练。

上世纪80年代国脚黄崇连续两
年率辽宁足协 15岁组球队来琼冬
训，他对海南足球青训越来越好的环
境给予较高评价：“海南足球青训未
来可期。” （本报海口2月19日讯）

300多名足球少年坚持训练

海南足球青训未来可期
业余高球手海口挥杆

本报海口2月19日讯（记者王
黎刚）沃尔沃中国公开赛海口观澜湖
业余资格赛决赛19日在海口战罢首
轮，17岁的广东选手梁恩旗以70杆
（-2）的成绩领先。

比赛吸引了国内60名业余高尔
夫球选手参加，吴典晁、宗曾豪麒、林
嘉濠均打出71杆（-1）暂居并列第
二，2017年亚太业余锦标赛冠军林钰
鑫和来自重庆的15岁选手蒲禧打出
72杆，成绩暂居并列第5名。获得本
次比赛冠军的球手将直接入围2019
年沃尔沃中国公开赛，获得第2名至
第5名的球手获得参加3月举办的南
沙国内资格赛机会。

沃尔沃中国公开赛由中国高尔夫
球协会主办，正赛将于5月2日至5日
在深圳正中高尔夫球会举行。

男篮世界杯3月深圳抽签
据新华社北京2月19日电（记者林德韧 李

博闻）记者19日从2019年男篮世界杯组委会获
悉，前美国男篮国家队、洛杉矶湖人队球星科比将
于3月16日出席在深圳举行的世界杯抽签仪式。

本届男篮世界杯将有32支队伍参加，目前已
有以下18支球队确定入围：

东道主：中国
非洲赛区：安哥拉、尼日利亚、突尼斯
美洲赛区：阿根廷、加拿大、美国、委内瑞拉
亚太赛区：澳大利亚、韩国、新西兰
欧洲赛区：捷克、法国、德国、希腊、立陶宛、西

班牙、土耳其

本报海口 2月 19 日讯 （记者
尤梦瑜）元宵佳节赏花灯，传统民
乐添雅兴。2月19日晚，2019海南
省元宵节民族管弦乐音乐会在省
图书馆海图音乐厅奏响，一首首经
典的传统民族乐曲为乐迷们送上

佳节祝福。
据介绍，本场音乐会是海南省民

族管弦乐学会继2019迎春音乐会
后，在新春期间举办的第二场新年音
乐会，晚会汇聚了海南民族管弦乐界
的多位名家。

一曲《花好月圆》拉开了音乐
会帷幕。京胡、古筝、琵琶、扬琴、
笛、箫等传统民族乐器同台演绎，
为观众演奏了《东坡游海南》《苏
堤漫步》《江南三月》《弓舞》等 10
余首经典曲目，欢快的乐曲营造

出一个个欢度佳节的美好场景。
丝竹声声，琴音悠悠，登台表演的
艺术家们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一场
独具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民乐视
听大餐。

音乐会最后在一曲节奏欢快的

民乐合奏《喜洋洋》中落下帷幕。
本次音乐会由省委宣传部、省旅

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省文联指导，
省图书馆、省音乐家协会和省民族管
弦乐学会主办，海南爱乐民族管弦乐
团协办。

海南元宵民族管弦乐音乐会椰城奏响

本报海口2月19日讯（记者尤
梦瑜）2月19日晚，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2019年元宵晚会在CCTV-1综
合频道、CCTV-3综艺频道播出。
观众翘首期盼的海南伉俪歌手汤子
星、王丽达演唱的民歌《久久不见久
久见》闪亮登场。不仅如此，海口交
警贺文昌也登上央视舞台，在《我们
都是追梦人》节目中一展歌喉。这些
海南元素为晚会增添亮色的同时，也
借由这一广受关注的舞台进一步传
播海南文化。

海南元素吸引观众视线

椰林婆娑，绿意盎然，伴随海南
人耳熟能详的《久久不见久久见》的
旋律，一片通过灯光、投影等技术打
造的绿油油的“椰林”出现在舞台上，
南国之风扑面而来。

舞台一侧，汤子星和夫人王丽达
深情演唱，表达对家乡的赞美之情，
也将家乡的美丽唱给更多人听。全
新改编的歌词和欢快的曲风，传递出
了海南人民向世界发出的热情邀请。

据了解，此次亮相2019年央视
元宵晚会的《久久不见久久见》，由海
南省音协副主席于宏改编歌词，省文
联专职副主席王艳梅在忠于原曲的

基础上对旋律等进行了改编，加入了
新的旋律，形成了热情轻快的风格。

舞台另一侧，男女两位舞蹈演员
带来一段充满黎族风情的双人舞。
身着靓丽民族服饰的演员舞姿柔美，
三道弯、蹬脚、翘手等典型黎族舞蹈
元素被一一展示。葱郁“椰林”，优美
民歌，黎族舞蹈，海南风情弥漫舞
台。这也是继海南竹竿舞亮相2019
年央视春晚舞台后，海南在央视新春
舞台上为全国观众献上的又一靓丽

“风景”。

唱响时代新风貌

海南民歌《久久不见久久见》由
来已久，而这首歌近来掀起传唱热
潮，得益于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
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的
引用，这一引用，令更多人了解了这
段“海南旋律”。

“戈壁见过海上见”“五洲见过四
海见”“一带一路久久见”…… 此次
元宵晚会上新编的这首《久久不见久
久见》，对歌词进行了全新呈现。

“响应习近平总书记‘4·13’重
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全力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的海南在开放的道路上迈开

更大的步伐。我们希望通过人们熟
知的这首海南民歌，反映出海南国际
旅游岛国际化的一面，同时也表达出
海南人民对美好新海南、对自贸区自
贸港未来的憧憬与期待。”于宏介绍，
正因如此，在与原歌词节律吻合的前
提下，立足当下海南发展，他将这首

歌的歌词从歌唱爱情延伸为更加广
泛的歌颂友谊。用戈壁、五洲等要素
体现海南在“一带一路”建设上的重
要位置，展示海南开放、包容的胸怀
与时代新风貌。

贺文昌在央视舞台上放声高唱的
同时，也唱出了海口交警、海南年轻人

的新风采。歌曲《我们都是追梦人》演
出者包括警民携手小V创作团等。整
首歌曲节奏明快，是一首展示新时代
建设者们新风貌的动感歌曲，贺文昌
与其他演员一道，用嘹亮的歌声唱出
了“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十足干劲，唱
出了全国人民奋进追梦的坚定信心。

汤子星、王丽达献唱新版《久久不见久久见》，贺文昌参演《我们都是追梦人》

海南特色民歌添彩央视元宵晚会

2月19日晚，央视2019年元宵晚会用生动有趣的民俗和创意十足的节目内容喜气洋洋闹元宵。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