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

供 求

▲张关喜不慎遗失海南省乡村建

设规划许可证，证号:万城镇乡字

第(2019)0281号，声明作废。

▲万宁万城小堡加餐厅不慎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

JY24690060010014，声明作废。

遗 失

典 当

高新区狮子岭标准厂房出租
2000m28.8米高厂房有配套办公楼

甘生13876817658黄生18689578933

合作
海南快乐养老股份有限公司在江

东新区有260亩滨海海景疗养养

老院项目诚邀有资金实力的合股

合作伙伴。18589649278陈

▲石愿爱遗失大勇商厦三层三排
0号铺面保证金单一张保证金单
金额12000元整，声明作废。
▲石愿爱遗失大勇商厦三层四排
01号铺面保证金单一张，保证金
单金额19200元整，声明作废。
▲海南西部牧业责任有限公司遗
失公司合同章，现声明作废。
▲赵玉高不慎遗失座落于东方市
三家镇红草村的土地证，证号：东
方集用（2011）第 24935 号，声明
作废。
▲琼海嘉积汇品商行遗失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32519501，
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五指山安正机动车驾驶培
训有限公司遗失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正 本 ， 证 件 编 号 ：
469001000011483，声明作废。
▲海南五指山安正机动车驾驶培
训有限公司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证件编号：
09053625-4，声明作废。
▲陈三叶遗失身份证，证件编号：
460034199511135549，特 此 声
明。

办公场所招租
现有两处办公场所整体对外招租，

分别位于海秀东路30号银达商厦

四楼，建筑面积为723m2；解放西

路11号繁华商业中心地带的海建

安置楼二层，建筑面积为1111m2，

可用做办公、商住等用途，出租价

格为35元/m2/月，有意者欢迎来

电咨询或面谈。联系人：周先生,

手 机：13976668813,行政办电

话：66776686。

海南省第一建筑工程公司行政办

公室 2019年3月21日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关于《海口临空产业
园区（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公示启事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的指导意见》精神，海南省委、省政府深入调研、统筹部署，设立海口
江东新区作为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集中展示区。为科学、
高效推进江东新区规划建设工作，根据《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海口江东新区近期规划工作方案》及海口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
我委组织编制了《海口临空产业园区（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该规
划成果于2019年3月5日通过了专家评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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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至5月7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网站（http://ghw.haikou.gov.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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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8室海口市规
划委员会编审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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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90、
68650340，联系人：陈翔宇、周蕾蕾。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9年3月25日

海南鑫开源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7）海中法拍委字第6号

经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电脑随机选定并确认，由我公司对以下
涉案需变现财产：【被执行人海南省旅游总公司享有的中国旅游服
务公司海南省公司100%的股权】进行公开拍卖。参考价：1086.22
万元，竞买保证金300万元。现将第一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9年4月15日10:00；2、拍卖地点：海南省政府会
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大厅（海口市国兴大道
9号会展楼二楼201室）；3、标的展示及竞买标的相关事宜时间：见
报之日起至2019年4 月12日17:00截止；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
间：以2019年4月11日17:00前到账为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
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营业部；银行账号:1009454890001680；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
（2017）海中法拍委字第6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
款）；7、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净价整体拍卖；（2）所有过户的税、费
由买受人承担；（3）买受人需要解决职工工资、欠缴的各项社会保险
费以及其他有关费用，并做好企业职工各项社会保险关系的接续工
作。拍卖机构：海南鑫开源拍卖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898-
66721736 18976590511。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监督
电话：0898-66713990。海南产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
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层。联系电话：66558010（麦先生）

文体新闻 2019年3月25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满国徽 主编：林永成 美编：孙发强A12 综合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几十年过去了，看到这么多中
国观众看到这部电影时依旧这么入
迷，跟着音乐摆动，我真得很激动也
很高兴。”印度中国电影协会媒体负
责人普里塔姆·沙玛说。3月23日晚
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2019“美丽
亚洲之印度”春季影展启动仪式在三
亚大东海沙滩广场举行。影展精选
了10部印度电影，其中，经典佳作
《大篷车》作为开幕影片吸引了一众
观众观影。3月24日，影展作品之一
——《少年舒图的烦恼》又在琼海博
鳌举办中国首映式。

“美丽亚洲之印度”春季影展是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打造的“四季影
展”的首个单元，得到了中印双方的

大力支持。多位印度电影界人士参
加了影展启动仪式和电影首映式。
他们告诉海南日报记者，非常期待
有越来越多的印度电影可以来海南
取景拍摄，希望加强与海南的合作
交流。

“去年12月时，我参加了首届海
南岛国际电影节，美丽的海南以及热
情的海南人民让我真想留在这里。”
普里塔姆·沙玛笑着说。他希望借助
协会的力量，向印度电影人多宣传海
南的好风光与好政策，从而推动更多
印度电影拍摄团队来海南取景。“我

知道海南政府对电影拍摄制作推出
了一系列支持和补贴政策，这可以吸
引很多团队过来。当然，我也希望海
南的电影团队也能多了解印度，去印
度拍摄电影。”不仅如此，沙玛也期待
两地的年轻电影人也能借各种机遇
多多交流。

印度电影协会主席基肖尔·贾瓦
德在3月23日的启动仪式上亲自献
唱三首来自电影《大篷车》中的经典
歌曲。“印度电影协会希望能够推动
中印两国在电影产业上的合作。”贾
瓦德说，此次“美丽亚洲之印度”春

季影展是一个成功的合作，也为中
国观众打开了新的一扇了解印度电
影的窗口。

“这次影展中的大部分影片都是
新片，但我们依旧选择了中国观众最
熟悉的《大篷车》作为开幕影片，正是
希望以这部经典之作去延续两国观
众的电影情缘。”贾瓦德表示，这是他
第一次来到海南，他非常期待能够参
加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近年来，《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三傻大闹宝莱坞》《摔跤吧，爸爸》等
多部口碑爆棚的影片让印度电影在

中国市场迎来新的“春天”。印度国
家设计学院电影系教授阿伦·古普塔
为此次影展挑选了《学魔》《少年舒图
的烦恼》等4部影片。“不同于商业影
片，我希望中国观众可以通过这几部
影片了解到，印度电影不只产自孟买
的宝莱坞。在印度其他地方，还有很
多优秀的电影制作公司创作优秀的
作品。此次影展中的很多作品能够
展示出印度电影的全貌。”

在古普塔看来，印度与中国是
友好邻邦，两国在发展中常常遇到
相似的议题；同是东方大国，两国人
民在文化价值观上也更易相互理
解，因此，他期待两国电影人可以加
深交流，利用电影推动两国人民间
的往来。

（本报嘉积3月24日电）

点赞海南美丽风光 参与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印度电影人希望加强与海南的合作交流

3月24日，在马来西亚举行的2020年U23亚锦赛预选赛暨东京奥运会第一阶段预选赛东亚区J组第二轮比
赛中，中国国奥队以8：0战胜菲律宾队，取得两连胜。图为中国国奥队球员胡靖航（中）在比赛中射门。 新华社发

国奥8：0大胜菲律宾

3月25日下午，国足将在中国杯
比赛中与乌兹别克斯坦队进行季军争
夺战。首战负于泰国队后，国足又遭
到新一轮批评，本场比赛面对老对手
乌兹别克斯坦，当力争获胜避免垫底。

首战中国队不仅输了结果，还输
技术输场面输斗志，可以说输得一塌
糊涂。面对世界排名只有115位的
泰国队，表现尚如此不济，对阵中亚
劲旅的乌兹别克斯坦，国足的前景不
免令人担忧。乌兹别克斯坦队虽然
近期排名一路下滑，已经跌至世界第
89位，但从历史战绩来看，至少可称
亚洲二流强队。

参加此次中国杯的乌兹别克斯

坦队可谓以老带新，有老将压阵，不
少95后小将也已扛起了大梁。其中
有3名中国球迷熟悉的球员，除了上
港外援艾哈迈多夫之外，还有前国安
外援克里梅茨，以及前亚泰外援伊斯
梅洛夫。国足与乌兹别克斯坦在最
近5场正式比赛中，打成了2胜1平2
负的平手战绩，最近8次相遇，国足4
胜1平3负稍占上风。

国足参加中国杯有练兵和考察
队员的目的，再加上上一场比赛表现
不佳，次战卡纳瓦罗应该会对阵容做
出轮换。在与泰国的比赛，韦世豪、
董学升领衔的锋线没有多少破门机
会，与乌兹别克斯坦之战，吕文君等

进攻队员或许有登场机会。在阵型
上也可能也会做出改变，有可能重新
使用433阵型。

虽然中国杯是热身性质的比赛，但
也有争抢国际足联积分，争取在世预赛
分档中处于有利位置的现实考量。不
管从哪个方面说，国足此战都要全力
争胜，就看在批评声中在压力之下，队
员们能否争口气挽回些面子了。

■ 林永成

中国杯中国队今日战乌兹别克斯坦

国足全力争胜避免垫底

国足VS乌兹别克斯坦
CCTV-5今日15：30直播

本报嘉积3月24日电（记者丁
平）3月24日，2019博鳌亚洲论坛召
开前夕，海南岛国际电影节2019“美
丽亚洲之印度”春季影展——《少年舒
图的烦恼》中国首映式在琼海市博鳌
镇举行。这是继3月23日的开幕式之
后，本次春季影展又一项重量级活动。

海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省

电影局局长符宣国在首映式上说：
“2018年 10月，我们在这里举办了
新闻发布会，向全球媒体宣告了海南
岛国际电影节的诞生，并确定了‘全
年展映、全岛放映、全民观影、全产业
链’的定位和打造一个兼具国际性、
学术性、大众性‘永不落幕的电影节’
的发展目标。今天，我们再次来到这

里，携优秀的印度影片前来展映，实
践我们的承诺。”

据介绍，《少年舒图的烦恼》用细
腻的笔触展现了一个少年成长中的
孤独与痛苦。影片主人公23岁的舒
图个性忧郁内向，在亲人们眼中仍是
个孩子。在随表兄一家人到姨妈家
过新年期间，舒图处处被表兄和朋友

们当作小孩子一般戏耍取乐，他那绝
望的爱情，也在此时扰乱着他的心
绪。学业的失败、父亲离世的阴影、
亲情的疏离加上爱情的折磨，窗外是
阳光明媚，然而舒图感觉自己被一步
步逼到了崩溃边缘。

首映式之后，《少年舒图的烦恼》
将于3月31日正式展映，届时，观众可

以在多家影院欣赏到这部精彩佳作。
据了解，2019“美丽亚洲之印

度”春季影展日前已经拉开帷幕。3
月23日-4月6日，《一个母亲的复
仇》《乡村摇滚女》《无所不能》《方寸
之爱》等10部高分印度佳片，会在海
口、三亚、儋州、琼海、五指山5座城
市、6家影城展映。

■ 阿成

CBA 季后赛 12 进 8 附加赛结束
后，八强战的对阵形势也随之产生，四
组对决为：广东 VS 江苏、深圳 VS 北
京、新疆 VS 广厦、辽宁 VS 福建。1/4
决赛将于25日晚开战，为五战三胜制
的对决。

本赛季CBA季后赛推出新规：常
规赛前四球队直接晋级八强，第5-12
名球队则需要经过三战两胜的交叉淘
汰赛决出另外四个八强席位。于是，
常规赛前四球队广东、辽宁、新疆和深
圳直接晋级八强。在 12 进 8 附加赛
中，北京、福建和江苏以2：0横扫对手
晋级，广厦与浙江激战至决胜场后，搭
上八强赛末班车。12进8附加赛4组
对决中有3组是排名较高的球队获胜
晋级，唯一“以下犯上”的战例，是江苏
队淘汰了比他们排名更高的山东队，
不过，这两队常规赛排名第五和第六，
差距本就不大。

CBA季后赛历来冷门不算多，常
规赛排名更高、公认实力较强的球队
一般都会获胜晋级，“以下犯上”的战
例并不常见。不过，由于实力变化以

及伤病侵扰等原因，本次八强赛“以下
犯上”的可能性还不小。常规赛冠军
广东淘汰江苏应该没有多大悬念，而
深圳 VS 北京、新疆 VS 广厦、辽宁 VS
福建这三组对决，胜负还很难说。

深圳VS北京，常规赛第四对阵常
规赛第五，实力本就接近，再加上两队
在常规赛中曾“结下梁子”，这组对决
很有可能成为八强战中“火药味”最浓
的系列赛。曾四年夺三冠的北京队如
今已褪去冠军的光环，正处于重建期
的他们实力或许还稍弱于深圳队。新
疆VS广厦，这是“动荡”与“稳定”的对
决，新疆队本赛季经历了 4 次更换外
援和1次换帅，季后赛中，他们的外援
有可能还会有变动，阵容变换或许会
成为新疆队的隐忧。广厦队阵容、打
法倒是稳定，但求稳未必就是好事，本
赛季他们的常规赛战绩反而下滑了。

从实力、常规赛排名和过往战绩来
看，深圳VS北京、新疆VS广厦这两组
对决，谁出局都不算太大冷门。而辽宁
VS福建，这是常规赛第二名对阵第七
名，也是卫冕冠军和季后赛新军的对
垒，如果辽宁队出局，则可是大冷门
了。辽宁队中锋韩德君受伤缺阵内线
变空虚，拥有常规赛MVP王哲林和外
援尼克尔森的福建队有可能在内线“乘
虚而入”，这个冷门还真有爆发的可能。

CBA八强战，看谁能爆冷
大侃台

新华社香港3月24日电（记者
刘宁）2019年亚洲羽毛球混合团体锦
标赛24日在香港伊利沙伯体育馆落
幕，中国队在决赛中以3：2战胜日本
队，夺得冠军。

混双较量，何济霆/杜玥以两个
21：17击败渡边勇大/东野有纱，为中
国队先拔头筹。男单比拼，陆光祖以
18：21和7：21不敌常山干太。中日
两队大比分战成1：1平。

接下来的男双和女单，中日两队

也是各得1分。日本男双组合小林优
吾/保木卓朗上演逆转好戏，在以16：
21丢掉首局后，以21：18和21：13战
胜韩呈恺/周昊东。韩悦在女单赛场
上同样逆转获胜，在以17：21丢掉首
局后，以21：19和21：17拿下日本队
的高桥沙也加。

关键的女双对决，李茵晖/杜玥顶
住压力，在全场观众的助威声中直落
两局，以21：16和21：19击败樱本绚
子/高畑祐纪子，为中国队锁定胜局。

亚洲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

中国队战胜日本队夺冠

欧洲杯预选赛

西班牙2：1小胜挪威

勇士91：126独行侠
76人127：129老鹰
热火113：108奇才
爵士114：83公牛
森林狼112：99灰熊
国王112：103太阳
开拓者117：112活塞

《少年舒图的烦恼》中国首映式琼海举行

直播预告

NBA昨日战报

国际汽联主席让·托德：

看好中国电动车运动潜力
据新华社三亚3月24日电（记者张荣锋）国

际汽联主席让·托德日前出席了电动方程式锦标
赛（FE）三亚站的开幕剪彩仪式。他解读了FE运
动的三大优势，并表示十分看好中国电动汽车运
动的未来。

自FE历史首站2014年在北京亮相以来，至
今已连续举办了5个赛季。这是三亚首次加入
FE锦标赛，至少在未来四年，FE运动还会连续落
户三亚。托德表示，FE能够成功举办五个赛季，
得到世界知名城市的青睐，在于其特有的魅力。

托德认为FE运动有三大优势。第一，FE运
动由于没有排放污染和噪音污染，所以赛道都设
置在市中心位置，这为观众到现场观赛提供了便
利，更利于赛事推广。第二，FE的竞争更加激烈，
选手之间的差距不大，很多时候赛车在赛道上会
出现首尾相连的场面，比赛结果变幻莫测，为运动
增加了魅力。本赛季6站比赛过后，还没有一位
车手能够拿到两个分站冠军，这就与F1经常一家
独大或一人独霸形成了鲜明对比。

第三，FE运动同其他赛车运动一样，都具有
技术引领作用，FE倡导的清洁动力和新能源技术
更符合当下的潮流和未来预期。电动技术的进步
完全可以支撑这项运动的观赏性持续提升。托德
透露，FE起初允许一名车手准备两辆赛车替换使
用，现在只能使用一辆赛车完赛，比赛期间增加了
充电环节。这一转变就是电动能源进步的体现，
同时也是对电动技术不断发展的鞭策。

托德十分看好中国电动汽车运动的未来，因
为中国已经是电动车生产和消费大国，而且得到
了政府对于新能源车发展的支持和有力的政策引
导。他认为，中国成为目前唯一拥有两站（香港和
三亚站）FE比赛的国家是顺理成章的事。

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主席詹郭军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也呼应了托德的观点。詹郭军表
示，中国的体育运动跟产业发展联系特别紧密，现
在国家的政策导向就是支持新能源车发展，而且中
国的新能源车制造在国际上已经占有一席之地，这
为电动车运动提供了有力支撑。詹郭军透露，目前
中国已经有电动车拉力赛，今年5月计划启动全国
场地电动车锦标赛，在宁波举行，预计有4个厂家
参与。另外，中国汽摩运动联合会正在与国际汽联
磋商，有将上世纪在国外大热的超级跑车赛改进为
电动能源跑车锦标赛推广到国内的想法。

詹郭军同时也表达了对技术和安全的顾虑，
强调国内电动车运动推广也不宜步子太大，速度
太快。他认为电动车搞比赛，需要先解决一些关
键的技术问题，比如漏电问题等。在这些问题没
有得到较好解决前，不能盲目求快。詹郭军透露，
2014年FE在北京上演揭幕战时，每个裁判都发
了一双胶皮手套，就是担心赛车漏电。

北京时间3月 24日凌晨，在2020年欧洲
杯预选赛中，西班牙队主场以 2：1 战胜挪威
队。图为西班牙队球员拉莫斯（前中）点球破门
后庆祝。 新华社发

U23亚锦赛预选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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