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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受委托我公司2019年5月30日-5月31日在中拍平台（http:
//paimai.caa123.org.cn）拍卖处置以下资产：一、位于广东省罗定
市罗城镇人民南路2号第一卡之一门面（原罗城保险站，有房地产
证。还有二年租赁合同，分别5500元、6000元每月）的财产权利，建
筑面积61.58m2，起拍价75万元，保证金15万元 。二、位于广东省
肇庆市端州区城中路166号（原寿险资产，现不定期出租给华睿家政
中心）不动产的财产权利（建筑面积81.61m2，有房产证复印件），起
拍价30万元，保证金7万元。三、位于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新风北
路7号二间整栋三层（原寿险黄岗办事处，现出租四川好再来饭店，
还有一年租约2000元每月）不动产的财产权利（建筑面积166m2，建
基面积50.39m2，有房产证复印件），起拍价41.9万元，保证金10万
元。四、位于广东省中山市石歧区悦来南路8号101号房及A101
房车房（建筑面积95平方米，有两证，已清空）的财产权利，起拍价
41.68万元，保证金9万元。五、位于海南省海口市五指山路榆海小
区9号楼第二层东西向房屋及相应加建部分（面积以实测为准）的财
产权利，起拍价75万元，保证金15万元。

联系人：彭先生，电话0731-86938798，18890021998（微信同号）
湖南圆派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0日

广东、海南资产权益拍卖公告 海南兰海度假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催费公告
以下房屋长期空置且欠缴物业费（货币单位：元），请于公告之日

起30日内缴清欠费，逾期我司将采取法律措施予以追缴，特此公告！
兰海花园：听涛阁1703朱佳11975.07；逐浪阁1单元3A张江英

109291.07；物业电话：0898-88299803；兰海滨河城市花园：一区
A2-404刘鹏8066.93；二区B4-901马林/马吴宏，10688.96；物业
电话：0898-88868681；蓝波湾：联排15别墅单康军37980.61；物业
电话：0898-88335551；蓝色海岸：A1 1105周幸71705.66；A21605
LIVIA YIN JOSEPHSHIUE， 19524.67；B13701 戴 建 军
54152.64；C22903管培峰/郭占君5844.01；D1505张冬淑8515.99；
物业电话：0898-38257033；美丽新海岸：10-1-803 邹城瑞
11187.65；10-2-703/705 大庆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有限公司
15126.49；10-2-1501 李政 29157.98；1-1-2101 王伟/曲国辉
22098.26；2-2-3010邬敏4830.10；2-3-803/805李强19389.52；
3- 1- 2910 张 建 波 6189.74；3- 2- 2005/2006 樊 彩 青/樊 永
7679.47；3- 3- 1905/1906 孙鸣鸽 8755.95；3- 3- 2202 周彦杰
5569.5；3-3-2905/2906乔元薇11886.52；3-4-1103/1105郑道
信 14747.71；3- 4- 2306/2307 范晟 11760.01；7- 1- 603 刘岩
13932.86；物业电话：0898-88295678；账户名称：海南兰海度假物
业服务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银行三亚分行；账号：267500095295；
公司电话：0898-38898500

供 求

遗失声明
谢新健因保管不善，将昌集用

(2010)第海尾 2320号《集体土地

使用证》证书遗失，根据《不动产登

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

的规定申请补发，现声明该《集体

土地使用证》证书作废。

声明人:谢新健 2019年5月19日

▲海口龙华香鹅园饭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证件编号：

JY14601061283603，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朱永梅不慎遗失翡翠花园翡翠

家园3栋601房票据肆张号码为：

0009486、 0001246、 0010328、

0002546声明作废。

▲ 谢 新 健 （ 身 份 证

460031198002137219）遗失林权

证，昌江林证字（2008）第011155

号，声明作废。

▲临高波莲秀景饭店遗失税务登

记证正本一本，纳税人识别号：

460028650507602M1，声 明 作

废。

▲临高波莲庄维红批发店遗失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各一本，纳税人

识别号：460028196712306016，

声明作废。

▲王川华不慎遗失普通发票客户

联：开票名称分别：王川华。发票

号 ：03376630。 发 票 代 码 为 ：

4600161320特此声明。

▲海口龙华世韵设计室遗失银行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41000

5700 602，现声明作废。

▲郭龙滨遗失身份证，证件编号：

460031197502180075，声 明 作

废。

声明
兹海口市龙华区大同路24号万国

大都会负一楼海南桂南家润发贸

易有限公司于2019年5月25结束

营业。如有其它一切利用原公司

名称进得销售或者其它违法行为

均与本公司无关。特此声明

海南桂南家润发贸易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0日

竞争性磋商公告
我司拟将海口港集装箱码头有限
公司办公区及码头日常保洁业务
以竞争性磋商方式进行发包，请有
意参与的公司在2019年5月22日
17:30时前，到我司领取竞争性磋
商文件，逾期不予受理。地址：海
口市滨海大道84号海口港集装箱
码头有限公司办公楼二楼人事
部。联系人：郑女士；联系电话：
0898-68623676。

海口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0日

减资公告
澄迈新金田实业有限公司（信用代

码 91460000MA5T9GA68D）经

公司股东会议决定，拟向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

200000000万元减少至20000万

元，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

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

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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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滨海养老项目寻资金
电话：陈先生18589649278

海南广海源矿业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公告

经2019年3月31日股东会决议，海南广海源矿业有限
公司股东决定进行股权转让，凡涉及我公司债权债务的单位
和个人（包括抵押、担保），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0日内，持
有关证明材料前往海口市港澳工业区兴海路19号海口都江
防火门有限公司办公室向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逾期按相关
规定处理。特此公告！

联系人：彭文荻
联系电话：0898-68912594、18689639019。

海南广海源矿业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日

关注第十一届海南书香节

诗集《夸下海口》椰城首发
本报海口5月19日讯（记者卫小林）5月18

日上午，由省文学院、南方出版社等单位联合举办
的海口专题诗集《夸下海口》新书发布会在海口日
月广场举行。发布会上，还举行了签售、朗诵和创
作分享活动。

省作协、省文学院、海大人文传播学院、省青
年作协、海口市美协及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文联
等相关单位负责人，与来自北京、海口、琼海、定
安、屯昌、儋州、洋浦等地的文友、读者100多人进
行了互动交流。与会者认为，诗集《夸下海口》书
名为“夸海口”一词注入了新的内涵。

据了解，诗集《夸下海口》由南方出版社出版，
是海口诗人彭桐历时三年创作的海口题材新诗精
华，他用清新淡雅而又富有哲理的笔触，勾勒了海
口的方方面面，书中对海口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
的传神描摹，为海口增添了不少文艺气息。

本报文城5月19日电（记者李
佳飞 特约记者黄良策）为宣传“双
创”知识，激发全民参与“双创”热情，
5月19日下午，由文昌市委宣传部指
导、文昌市“双创”指挥部主办的“文
昌是我家”——文昌市“双创”文艺宣
讲活动在文昌公园举行。

下午5时活动还未开始，“文昌

发布”微信公众号开展的领取公仔
“椰宝宝”“紫贝贝”活动就已吸引大
量市民游客参加。

文艺宣讲活动在开场舞《文昌盛
世》中拉开帷幕，节目有女声独唱《海
文大桥通四海》、男女对唱《美丽文
昌》、少儿舞蹈《团结就是力量》、快板
《文明花开树新风》、新编戏曲《好家

风》以及“双创”有奖知识问答等，近
一个半小时的文艺演出，为文昌“双
创”营造了良好氛围。

据悉，当天上午，文昌市已发动
全市干部职工上街大扫除，各乡镇还
分别结合“我为‘双创’出分力”为主
题的党日活动，开展了环境卫生整
治，在全市范围掀起“双创”热潮。

本报海口5月19日讯 （记者
尤梦瑜）5月19日下午，一首诗朗
诵《南海，我的祖宗海》拉开了海南
诗人乐冰读者见面会暨诗歌朗诵活
动帷幕。

本次活动是第十一届海南书香
节系列活动之一。当天，乐冰以“为

祖宗海而歌，我的南海情缘”为主
题，与文学爱好者们分享了他的诗
歌创作心得。活动中，乐冰介绍了
《南海，我的祖宗海》等诗歌的创作
背景，并向读者分享了他的“南海
情”。乐冰还结合自己的创作经历，
谈了诗人的使命和责任。省朗诵协

会会员还声情并茂地朗诵了乐冰创
作的多首诗歌作品。

乐冰是中国作协会员、海南省诗
歌学会副主席、海口市作协副主席，
著有中国首部写南海的16万字长诗
《祖宗海》，代表作《南海，我的祖宗
海》被评为“当代十佳海洋诗歌”。

本报海口5月19日讯 （记者
王玉洁 实习生李婷）表演《哈利·波
特》经典人物，竞猜书中人物精彩言
论……5月18日晚，百余名“哈迷”
准时守候在海口市解放西路书城，
参加了“哈利·波特”之夜主题活动。

活动一开始，《哈利·波特》系列
丛书责任编辑王瑞琴就带领现场书
迷进入到小说情节中，引导大家学
习书中人物的勇气、智慧、忠诚等品

德。该书译者马爱农和图书编辑马
博也一同现身，与书迷一起分享了

“魔法世界”的魅力。
作为第十一届海南书香节的系

列活动之一，海南凤凰新华出版发
行有限责任公司邀请人民文学出版
社，从5月16日至18日在海口举办
了三场“哈利·波特”主题活动。

在海南中学衍林书屋和海南师
范大学附属中学举办的讲座中，主

讲嘉宾围绕该书的故事情节、引进
出版与翻译历程，带领海南书迷走
进了霍格沃茨魔法学校，解析了“哈
利·波特”的神奇魅力。

19年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将
《哈利·波特》引入中国，该系列丛书
共 7 部，已被翻译成 79 种语言。
2017年，教育部还将《哈利·波特》
第一册和第七册列入中国中小学生
必读丛书。

本报海口5月19日讯（记者卫小
林）中俄合拍海南题材电影《陵水谣》5
月18日在海口中视国际影城国兴店举
行首映式，宣布该片定于5月19日在
全国各大院线正式上映。首映式上，
参与《陵水谣》摄制的中俄两国电影艺
术家与海南影迷及各大媒体记者见
面，讲述了该片拍摄背后的故事。

《陵水谣》俄方制片人、俄罗斯电
影艺术家协会秘书长谢尔盖·诺瓦日
洛夫介绍，大约4年前，他在俄罗斯幸
会中国海南三亚电影制片人、《陵水
谣》中方出品人之一的唐精蓉女士，
两人当即商量能否合作拍摄电影，为
中俄建交70周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献上电影人的礼物。
后来经过多次沟通，双方选定了电影
编剧、导演和主演等主创人员，最终
创作出剧本并在海南拍摄了这部中
俄合拍片《陵水谣》。

在《陵水谣》中扮演青年安娜一
角的俄罗斯歌影双栖当红青年艺人
克塞尼亚·阿里斯特拉托娃在首映现
场演唱了一小段中文歌曲，表达了她
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之情。在片中出

演俄罗斯青年音乐人的马克西姆·克
罗索夫，则在首映现场秀了几句中
文，展示了他的“语言天赋”。

《陵水谣》中方编剧、导演江流介
绍，在片中出演老年安娜的俄方演
员，是俄罗斯经典电影《这里的黎明
静悄悄》中的女主演、俄罗斯国家功
勋演员伊利娜·舍甫丘克。扮演男一
号郑玉杰的是中国演员宋禹，他曾获
得第51届休斯敦国际电影节剧情片
男演员雷米铂金奖、第6届温哥华国
际华语电影节最佳男配角奖、第4届
北京青年影展最佳男演员奖等殊
荣。担任俄方编剧的是俄罗斯知名
电影编剧维克多·皮帕，担任俄方导
演的是俄罗斯一线导演安德烈·米什
金。正是中俄两国多位电影艺术家
的精诚合作，才促成中俄合拍片《陵
水谣》的正式上映。

《陵水谣》讲述的故事是，海南渔
村青年郑玉杰与从俄罗斯来海南进
行音乐采风创作的女大学生安娜从
不相识到相知、相爱的跨国爱情故
事，既歌颂了中俄两国人民源远流长
的手足情谊，也有机地融入了海南吊

罗山国家森林公园、分界洲岛、清水
湾、三亚湾等多地的美丽风光，还展
示了疍家水上人家等人文元素，堪称
将海南的自然之美和人文之美较为

完美地融为一炉。
谢尔盖·诺瓦日洛夫还在首映式

上表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交70周
年，电影《陵水谣》剧组还将于5月22

日在莫斯科最大的影城里举办《陵水
谣》俄罗斯首映典礼，把中国海南的
美丽风光和美好人民介绍给广大俄
罗斯影迷。

中俄合拍电影《陵水谣》全国上映
将海南自然之美和人文之美融为一炉

电
影
《
陵
水
谣
》
剧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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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供
图

本报讯（记者杨道 金昌波 通讯
员刘斌）应台湾台北市文经发展对外
交流协会邀请，海南琼中青少年足球
队从5月17日起赴台湾开展为期7天
的少数民族文化和体育交流活动。

5月18日上午，琼中青少年足球
队20名队员（男女各10名）在台湾参
加了“2019海峡两岸青少年大武山杯
足球交流赛”。比赛在屏东来义高级
中学进行，当天天公不作美，绿茵场上
大雨如注，在对阵屏东菁英足球队比

赛中，琼中男足大比分失利。赛后，琼
中男足11岁队员莫开奥说，今天比赛
用球是4号球，比平时训练用5号球
小，他们感到不太适应，发挥不好。在
琼中女足对阵内狮小学比赛中，琼中
女足表现出了较高水平，踢出了琼中
女足的精神和风采。

据悉，此次赴台湾交流期间，琼中
青少年足球队除参加青少年足球交流
比赛外，还将到嘉义、台中、苗栗等地
参观访问。

琼中青少年足球队赴台交流

5月18日，琼中女足与台湾屏东内狮小学队冒雨比赛。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三场“哈利·波特”主题活动海口举行

乐冰诗歌朗诵会添彩书香节

文昌举办“双创”文艺宣讲活动

省五子棋公开赛收兵
本报海口5月19日讯（记者王黎刚）经过7

轮较量，由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主办、省五子
棋运动协会承办的“2019年海南省全民健身赛事
活动”第三届海南省五子棋公开赛5月19日收
兵。万宁队棋手黄大兴获得成年组冠军，海口队
棋手罗妍获得青年组冠军，海口队棋手陈泓全赢
得少年组冠军。

本届公开赛吸引了我省11个市县和我国香
港地区的200多名棋手参赛，分3个组别进行。

省五子棋协相关负责人介绍，比赛期间恰逢
海口高温，为保障大赛顺利进行，海南医学院组织
了一批临床医疗专家亲临赛场为比赛保驾护航。

本报讯（记者尤梦瑜）第十八届
群星奖舞蹈比赛近日在上海开幕，由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报送，文昌
市华侨中学演出的舞蹈《锄禾》经选拔
于5月16日参加决赛。5月18日至
21日，所有参加决赛作品分组赴上海
基层开展24场惠民演出，歌颂农民辛
勤劳作的《锄禾》受到上海观众欢迎。

舞蹈《锄禾》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李
绅的《悯农》，以古诗为创作脚本，歌颂
农民不畏艰辛的精神，希望通过舞蹈
呼吁社会大众珍惜粮食，关爱农民。

本届群星奖有全国31个省区市
4159个演出单位的7905个作品参评，
最终有84个作品入围决赛，其中21个
作品入围舞蹈决赛，《锄禾》为其中之一。

文昌舞蹈《锄禾》参加群星奖决赛

海口少儿国象联赛举行
本报海口5月19日讯 （记者王黎刚 通讯

员曹磊）5月18日，“星艺装饰杯”海口市第11届
小学、幼儿园国际象棋联赛在海口市琼山文庄第
一小学举行，来自海口近百所学校和幼儿园的
1100多人参赛，创下办赛以来参赛人数最多的
新纪录。

本届比赛按年级和男女分14个组进行，采用
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规则，用瑞士制电脑编
排，共赛7轮，每轮比赛限时双方共计50分钟，适
时放计时钟，超时判负。比赛结束后棋手可据成
绩申请中国国际象棋协会等级称号。

省国际象棋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国象是融
科学、文化、艺术、竞技为一体的智力运动项目，海
南现有棋协大师30多人，而海口市小学、幼儿园
国象联赛已连续举办了11届。

本次比赛由海口市教育局主办，海口市中小
学业余体育协会、海南同行国际象棋俱乐部承办。

海南青年导演作品展开幕
本报海口5月19日讯（记者王玉洁 实习生

李婷）海南青年导演公益作品展5月18日在海口
中影·嘉美巨幕影城开幕。接下来一个月内，广大
市民游客不仅可以欣赏到海南青年导演创作的作
品，还可在周末免费观看《音乐家》《黄河大合唱》
等10部影片。

作品展启动当天，由海南青年导演创作的影
片《海的那边是世界》《海口我爱你》《致命幻术》
等影片参加了展映，展示了海南本土青年电影人
的风采。其中，《海的那边是世界》以一个渔家
小姑娘的成长历程反映了博鳌的历史变迁；《海
口我爱你》讲述了四个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海
口人对这座城市的爱，展现了海口这座城市的生
机和包容；《致命幻术》则讲述了一个未成名的
魔术师在沾染毒品后幻想自己成名受到追捧，最
终却因吸毒而殒命的悲剧过程，警戒公众珍惜生
命、远离毒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