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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卫小林 通讯员雷
志）海南凤凰新华书店2019年度公
益阅读活动“凤凰悦读荟——李成、
邢月经典美文朗诵会”，日前在白沙
新华书店举办经典诗文赏析公益诵
读活动，由此拉开海南凤凰新华书店

“4·23”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序幕。
活动中，有近300名白沙当地读

者及从其他市县专程赶到白沙的《百
草园》忠实听众欢聚一堂，在2018年
感动海南十大人物、《百草园》主持人

李成、邢月富有感染力的朗诵声里，
大家共同诵读了《春天，请在中国落
户》《可爱的中国》《囚歌》等多首经典
诗文。其中，原创诗朗诵《白沙巾帼
礼赞》将阅读活动推向高潮。

朗诵会上，来自白沙黎族自治
县第一小学的冯江瑞老师带着女儿
陈欣悦一起上台朗诵了《爱，就像风
一样》。母女深情的朗读，打动了现
场的听众。在她俩带领下，有不少
学生及家长纷纷上台朗诵，李成、邢

月还对大家的朗诵进行了点评。冯
江瑞表示，她是《百草园》的忠实听
众，由于从小学起就听《百草园》，因
此爱上阅读和写作。如今已是一名
人民教师的她，也把女儿培养成了
一个爱读书的学生。

据悉，“凤凰悦读荟”由海南凤
凰新华出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联合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广播在全省
范围开展，助推海南全民阅读活动
深入开展。

“凤凰悦读荟”白沙开读

本报博鳌4月16日电（记者王
黎刚）2019年高尔夫球中国巡回赛
揭幕战——博鳌公开赛新闻发布会
4月16日在博鳌金海岸酒店举行。
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本次比赛
将于4月18日开杆，有16个国家和
地区的145名高水平职业高尔夫运
动员参赛，比赛总奖金70万元。

中国巡回赛相关负责人与海南
省高尔夫球协会相关负责人在现场
签署了青少年精英计划的协议，并宣

布中巡赛将为海南省青少年高尔夫
运动发展助力。

青少年精英计划的内容是让参
加中巡赛的职业选手与海南的青少
年高球选手一起同场竞技，提前让海
南青少年感受到与职业选手同场竞
技的体验。据悉，海南省高协正在推
广高尔夫进校园活动，作为国家赛
事，中巡赛组委会希望能和海南省高
协携手让高球走进校园，让更多海南
青少年喜欢上高尔夫球运动。

2019年高尔夫球中国巡回赛将
举办10站，其中前两站将分别在海
南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高尔
夫球会和万宁神州半岛高尔夫球会
进行。

今年21岁的海南队球手罗学文
将参加本次比赛，他在接受海南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的成长离不开海
南省高尔夫球协会的帮助，希望能在
本次比赛中获得好成绩，为海南争得
荣誉。

高球中国巡回赛将在博鳌揭幕
国内外145名职业球手参加

广告

海南祥隆船务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海安长城实业有限公司2018年8月19

日9:30分在海口星海湾豪生大酒店阿拉斯加会议室召开了临时股东会，股东

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七条“有限责

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

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

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作出了股

东会决议，解除了本公司股东李景欣的股东资格，该股东会决议已生效，现李景

欣已不是海安长城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李景欣今后以本公司名义发表的任

何声明均属无效，其做出的任何行为，均与本公司无关，由其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海安长城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祥隆船务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7日

公 告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拥有

对海南大印保税物流有限公司两笔合法有效

债权，并已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后续将进行公开评估、拍卖，近期拟对以下

资产进行公开招商，具体如下：

一、拟处置的债权资产信息

（一）经司法确认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资产：

1.琼海黄金地段酒店项目：位于海南省琼

海市加积镇金海路，地理位置优越，酒店共22

层，土地使用权面积7959.3平方米、地上建筑

物面积29777.95平方米。

2.老城综合保税区土地使用权：位于海南

省海口市澄迈县老城综合保税区内南一环路

南，土地面积共198140.39平方米。目前为空

地，可连片开发。

3.老城综合保税区土地使用权及地上仓

库：位于海南省海口市澄迈县老城综合保税区

内南一环路南，土地使用权面积共153788.49

平方米，地上已建成A、B、C、D栋四栋综合仓

库，建筑面积共计169225.92平方米。

4.写字楼及商品房:写字楼位于海南省海

口市滨海大道123号鸿联商务广场第8层2套

房产，面积共计737.57平方米，可用于商务办

公；商品房为位于海南省海口市奥林匹克花园

面积共计485.29平方米的3套房产以及位于

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银海路大印经典花园面

积为76.26平方米1套房产。

（二）未担保但经司法保全的资产：

1.房产及土使用权地：位于海南省海口市

国贸大道45号银通国际中心第33层的房产；

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和平大道63号海口

田德海泉湾C区低层住宅楼B10号房产;位于

海南省海口市海垦东路华侨新村房产；位于海

南省琼海市嘉积镇金海路商住区的土地使用

权及地上建筑物；位于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金

海路商住区土地使用权。

2.在建工程：海南省海口市澄迈县老城开

发区南一环路南侧综合保税区002地块地上

“大印国际交易中心”在建工程。

3.股权：借款人及保证人持有的公司股权。

（三）两家公司及八位自然人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二、招商基本条件：交易对象信誉良好，能够

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交易资金来源合法。

三、交易对象的要求：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

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工作人

员、政法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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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师等中介机构关联人员。

四、联系方式及地址：联系人：秦女士：

0898-68668269；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

道37号海银大厦20楼。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7日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招商公告

本报三亚4月16日电（记者林
诗婷 尤梦瑜 通讯员吴雅菁）第九届
北京国际电影节民族电影展日前在
北京市民族文化交流中心开幕，海南
黎族题材电影《阿婆的槟榔》参展并
参与推介活动。

据介绍，该片由三亚赫迪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和海南省电影家电视艺术
家协会联合出品，用白描的手法、诗意
的风格，穿插原生态的黎族歌舞，在旖
旎的海岛风情里讲述了黎族阿婆面对
命运的纠结和抗争，折射出社会变迁
过程中传统习俗和现代文明、岛内文
化和岛外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该片是海南省电影家电视艺术
家协会策划实施的“海南人的幸福生
活”系列电影之一，于2016年11月在
琼中开机，2017年9月15日上映。目
前，该片参加了多个国内和国际电影
展，包括入选第26届中国金鸡百花电
影节民族影展及国家广电总局2018

年度国产电影精品，荣获第十五届俄
罗斯阿穆尔之秋国际电影节外语片最
佳女主演奖，第二届“多彩中华”少数
民族电影展少数民族艺术贡献奖，入
围第六届温哥华国际华语电影节、第
二届加拿大“金枫叶”国际电影节及第
三届巫山“神女杯”艺术电影周等。

北京国际电影节民族电影展是电
影节重要环节之一，和中国金鸡百花
电影节民族电影展并列为中国民族电
影权威展示平台。此外，本届民族电
影展同时举行了“中国民族电影七十
周年回顾展”，来自全国17个省区市的
18个少数民族46部影片参展。

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民族电影展开幕

海南电影《阿婆的槟榔》参展

海南体职院与北大附中附小
海口学校达成战略合作

本报海口4月16日讯（记者叶媛媛）4月16
日下午，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运动训练与教学
实习基地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附属小学海口学
校挂牌，标志海南体职院与北大附中附小海口学
校达成战略合作。

海南体职院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合作是我
省首次“体教结合”教育尝试，今后双方将共同致
力探索一条体育类专业院校与普通学校相结合
的特色发展路径。

据悉，此次合作涉及田径、足球等14个运动
项目，同时包含体育赛事及体育项目等。双方将
不断深化“体教结合”模式，不断提升教育教学水
平，为海南培养高水平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为进
一步推动内地与港澳电影产业的共
同发展，将实施以下措施：港澳人士
参与内地电影制作不作数量限制，对
内地与港澳合拍片在演员比例、内地
元素上不作限制，取消收取内地与港
澳合拍片立项申报费用，港澳电影和

电影工作者可报名参评华表奖、金鸡
百花奖等内地电影奖项，港澳企业
在港澳台地区和境外发行推广优秀
国产影片可申请奖励。有关措施将
纳入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
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框架
下实施。

东京奥运会详细赛程公布
首金来自女子10米气步枪

据新华社东京4月16日电 （记者沈红辉）
2020年东京奥运会详细赛程16日正式公布，首
金将在女子10米气步枪项目中产生。

东京奥组委当天在记者会上说，东京奥运会
所有项目比赛时间和场馆已全部确定。除开闭幕
日两天项目较少外，几乎每个比赛日都将决出约
20块金牌，保证“连日精彩纷呈，热度全程不减”。

开幕式定于7月24日举行。日本实力突出
的女子垒球项目将在开幕式前两天22日上午9
时开赛，揭开东京奥运会战幕。除女垒外，男足
和女足也在开幕式前安排了比赛日。

25日将决出东京奥运首金。据当天赛事安
排，“这块金牌将来自女子10米气步枪项目”。

8月1日和2日将迎来两个金牌大日。其中，
1日被东京奥组委称为“超级星期六”，将举行女
子橄榄球、网球女单、柔道混合团体等21个项目
决赛。2日被称为“黄金星期日”，将决出男子100
米、女子马拉松、羽毛球女单等26个项目的金牌。

8月8日将掀起第二个金牌高潮。当天被称
为第二个“超级星球六”，将由男篮、男排等决出
30块金牌。这也将成为产生金牌最多的比赛日。

东京奥运会的另一大特色是在田径、游泳、
柔道等项目上首次设置男女混合项目，东京奥运
会将是历史上最体现男女平等理念的赛事。

东京奥运会将于2020年7月24日至8月9
日举行，42个场馆分布于东京及其周边各地，共
设33个大项，339个小项，比赛项目数创下历届
奥运会之最。

4月16日，电影《中国女排》在福建漳州女排训练基地举行启动仪式。导
演陈可辛透露，该片时间跨度40年，讲述几代女排的热血故事，影片将于
2020年大年初一上映。图为女排队员张常宁、刘晓彤、导演陈可辛、中国女
排现任主教练郎平、前任主教练陈忠和（右至左）出席启动仪式。 新华社发

电影《中国女排》正式启动

国家电影局出台措施

支持港澳电影业在内地进一步发展

专题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林容宇 美编：陈海冰

2019 年 3 月，按《环境空气质
量标准》（GB3095-2012）评价，全
省空气质量总体优良，优良天数
比例为 100%。其中优级天数比
例 为 92.2% ，良 级 天 数 比 例 为

7.8%，无轻度污染、中度污染和重
度污染天。

按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
指数（以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
吸入颗粒物、细颗粒物、臭氧、一

氧化碳 6 项指标进行计算）评价，
2019年 3月，空气质量排名靠前的
分别是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定安
县和屯昌县，排名靠后的分别是昌
江黎族自治县、临高县和儋州市。

2019 年 3 月全省 18 个市县（不含
三沙市）城市（镇）环境空气质量
排名如右：

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
2019年4月15日

2019年3月市县环境空气质量排名

2019年3月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

排名

1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1.522 10 万宁市 1.910

2 定安县 1.675 11 陵水黎族自治县 1.946

3 屯昌县 1.683 12 海口市 1.960

4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1.720 13 澄迈县 2.037

5 琼海市 1.722 14 白沙黎族自治县 2.052

6 五指山市 1.741 15 东方市 2.312

7 文昌市 1.831 16 儋州市 2.344

8 乐东黎族自治县 1.857 17 临高县 2.358

9 三亚市 1.907 18 昌江黎族自治县 2.649

城市 环境空气质
量综合指数 排名 城市 环境空气质

量综合指数

3 月份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
源地水质状况：全省 18个市县（不
包括三沙市）开展监测的30个在用

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
均达到或优于国家Ⅲ类标准，达标
率为100%(备注: 饮用水水源为原

水，居民饮用水为末梢水，水源水
经自来水厂净化处理达到《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的要求后，进入居

民供水系统作为饮用水)。

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2019年4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