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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分别转让以下房产： 公告期：2019年 8月7日至2019年 8月20日。标的现

状、竞买保证金等具体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

www.hncq.cn）、E交易网（http://www.e-jy.com.cn）、海南

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hainan.gov.cn/ggz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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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03施女士、66558023孙女士；海南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李女士

0898-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2019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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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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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名称

水云天小区 1 幢
10C号房

吉兴公寓311号房
吉兴公寓二层铺面

万泉河·温泉小镇
A8-2-702房

万泉河·温泉小镇
A8-2-802房

地址

海口市丘海大道
56号

海口市得胜沙75号
海口市得胜沙75号

琼海市嘉积镇温泉
官塘开发区

琼海市嘉积镇温泉
官塘开发区

建筑面积
（m2）

218.55

59.39
387.04

91.43

91.43

挂牌底价
(元)

2462840

511051
3338220

942460

947215

保证金
(万元)

75

20
100

30

30

国有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XZ201905HN0065-1

海南农垦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海垦
畜牧集团中坤黑猪种猪繁育场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第二次公示

我公司委托中晟华远（北京）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工作，目前，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完成，现予
以公开，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一、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获取途径：网络链接：http://nkxm.com.cn/home/home.
php；公众可前往建设单位查阅纸质版报告书，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
华区海垦路绿海大厦8楼。二、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项目建设地点周
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三、公众意见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获取方式：http://nkxm.com.cn/home/home.php。四、公众提出意
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将填写的
公众意见表提交我公司，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
议。提交意见时，请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以便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与
反馈。建设单位：海南农垦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系人：陈工；联系
电话：18976253456；电子邮箱：77961145@qq.com。五、公众提出意
见的起止时间：2019年7月30日~2019年8月12日。

海南农垦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9日

定安县交通运输局
关于定安县公交线路经营权招标公告

一、招标人：定安县交通运输局
二、标的：定安县1路、2路、3路、4路、5路、6路、7路、8路、9路、10

路、11路、12路、旅游公交专线1路和旅游公交专线2路的公交线路经
营权。

三、报名时间、地点：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9年8月9日至
2019年8月16日，每日上午8:30时至11:30时，下午14:30时至
17:00(北京时间，下同)，请经办人持单位介绍信到海南省道路运输
协会（海口市琼山区龙昆南路95号星河广场601室）报名及领取招
标文件。联系人：韩亚君、陈南平 联系电话：66759167。本招标公
告同时在定安县政府网站(网址：http://dingan.hainan.gov.cn)以
及海南省道路运输协会网站(网址：www.hainandx.com)予以公
布。请报名企业登陆网站进行查询、下载。

定安县交通运输局 2019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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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太原开幕

海南将参加9个大项争夺
本报太原8月8日电（记者王黎刚）第二届

全国青年运动会开幕式8月8日晚在太原体育中
心举行，海南代表团将参加9个大项的争夺。

据介绍，海南代表团共有126名运动员获得
二青会决赛资格，他们将参加拳击、举重、足球、排
球、田径等9个大项31个小项的比赛。在已提前
结束的赛项中，海南队已获得10金6银7铜。

本报海口8月8日讯 （记者尤
梦瑜 实习生林品慧）2019年第二期
全省文化馆数字文化馆建设培训班
8月8日在海口开班。

据介绍，来自省群艺馆、各市县
旅文局和文化（群艺）馆的相关负责
人，将在为期两天的培训中学习数字
文化馆建设的相关政策、标准规范、
运营推广等内容。

据了解，本期培训班邀请来自文

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
江苏省文化馆等部门的专家为学员
授课，包括《数字文化馆建设与服务》
《海南省数字文化馆建设指南》《海南
省群众艺术馆数字文化馆建设实施
方案》《以江苏数字文化馆云平台为
案例谈数字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建设
与运营》等课程。

本次培训班由省旅游和文化广
电体育厅主办，省群艺馆承办。

本报海口8月8日讯（记者尤梦
瑜 实习生林品慧）为展示我省民营琼
剧团在传承、保护琼剧方面取得的成
果，2019年海南省首届民营琼剧团调
演活动报名工作将于8月15日启动，
入选剧团将于10月在位于海口的海
南戏院进行为期一个月的集中展演。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此次调演

将从报名剧团中择优遴选15家民营
剧团参加。调演期间将给予参演剧团
演出补助，活动结束将评出团体奖、个
人奖若干名，并颁发证书和奖金。参
加调演的民营剧团剧目应为原创剧
目、重新整理的传统剧目或改编剧目
等具有自主版权的大戏剧目。

凡有演出许可证的民营琼剧团

可前往省琼剧院艺术档案室报名，或
填写电子报名表并附3张参演剧目
剧照发送至 2987589368@qq.com。
报名截止时间为9月5日。

此次调演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
旅文厅指导，省剧协、省琼剧基金会主
办，省琼剧院、省琼剧研究传播中心、
海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

海南首届民营琼剧团10月调演
将遴选15家剧团在海南戏院进行集中展演

我省举行数字文化馆业务培训

海南国学高峰论坛时间敲定
本报海口8月8日讯（记者卫小林）8月8日

晚，“德行天下·幸福中华”公益大讲堂暨2019海南
国学高峰论坛推介会在海口市民游客中心举行，宣
布海南国学高峰论坛开幕时间定在8月24日。

省国学教育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南国学
高峰论坛在省社科联指导和支持下，已连续举办
5年。今年的论坛与德行天下公益大讲堂强强联
合，定于8月24日至25日在海南大学思源学堂开
展“德行天下·幸福中华”公益大讲堂暨2019海南
国学高峰论坛活动，届时将有我国著名专家学者
和相关部门负责人来琼出席，助力海南国学高峰
论坛打造成为海南品牌活动。

德行天下公益大讲堂于2012年4月在湖南发
起，至今已在全国10多个省区市共举办70期活
动，目的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弘正道、启善
德、作榜样为理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我省农村少儿阅读火热开展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 通讯员雷志）暑假期

间，“我的书屋·我的梦”海南农村少年儿童阅读实
践活动在全省各市县火热开展。

8月7日当天，“凤凰悦读荟·李成邢月经典美
文朗诵会”走进儋州那大镇石屋村，“手牵手好朋
友·结对帮扶”走进五指山水满乡椰树下小书屋，

“我是书屋小管家”走进五指山凤凰毛道书屋，为
农村少儿带去形式多样的暑期阅读实践活动。

进入8月，全省已有20余场少儿阅读实践活
动相继走进文昌、琼海、万宁、儋州、琼中、五指山、
澄迈、昌江等地农家书屋。活动围绕主题阅读、我
当书屋小管家、结对帮扶、阅读分享会等形式，由
省新华书店组织各地城乡小读者，开展演讲、诗文
朗读、图书上架、拼图、绘画、学习讨论等多方面的
动手、动脑阅读实践活动，关爱农村少年儿童，尤
其是留守儿童，让农家书屋成为农村少儿的精神
家园和第二课堂。

该活动由海南凤凰新华出版发行有限责任公
司主办，各市县新华书店承办。

本报三亚8月8日电（记者徐
慧玲）伴着轻快的音乐旋律，花样滑
冰国家队运动员在场上展示旋转、
托举、抛跳、螺旋线等漂亮动作
……8月8日，以“舞动冰雪 全民
健身”为主题的中国花样滑冰国家

队公众开放日活动在三亚启迪
冰雪体育中心举行。

活动现场，由国内知名双人滑选
手隋文静/韩聪、彭程/金杨领衔10多
名国家花滑队队员，为三亚市民游客
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冰上盛宴。
令人眼花缭乱的旋转，充满爆发力却
身轻如燕的托举、跳跃，令现场掌声
不断。国家队队员们倾力的演出，为
现场观众带来了难忘的艺术享受。

表演过程中，刘家希、解众、王瑀
晨、黄一航、唐菲瑶、杨永超、彭程、金
杨、隋文静和韩聪等花滑国手们献上
了7个精彩绝伦的节目。表演结束
后，数十名三亚本地的花样滑冰、冰球

学员也上场进行了汇报演出。国家花
滑队队员们和三亚滑冰学员们进行了
互动，并手把手地传授滑冰技巧。

中国花样滑冰队总教练赵宏博
介绍，今年7月，中国花样滑冰队在
三亚开展了为期3周的夏季冰上集
训，这是中国花样滑冰队第二次到
三亚集训。“早上在海边跑步训练，
面朝大海，沐浴温暖的阳光，这样的
训练环境让人感到十分愉悦。”虽然
是首次到三亚参加训练，隋文静对
鹿城的喜爱溢于言表。

“三亚地处北纬18度的黄金纬

度，气候宜人，在这里训练有利于让
运动员适应地域差异，强化体能，从
整体上提升队伍的竞技实力，更好地
备战2022年北京冬奥会。同时，三
亚拥有一流的训练场地等硬件条件，
适合开展冰上运动训练。”赵宏博说，
希望借此次活动向三亚市民尤其是
广大青少年展示花样滑冰的魅力。

三亚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近
年来，三亚创新将“阳光沙滩”与“冰
天雪地”融合，积极举办国际青少年
冰球邀请赛等冰上赛事，让市民游客
在鹿城体验到“冰与火”的运动激情。

国家花滑队献上冰上盛宴

本报椰林8月8日电（记者邓钰 通
讯员卢正飞）8月8日，2019海南陵水全
民健身日系列活动徒步大会在椰林镇陵
河河堤启动，2000名徒步爱好者参加。

上午8时，来自全县各企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及群众代表约2000名徒步爱
好者聚集一起，身着健身服装，手持队
牌，进行路程共5公里的徒步活动。

陵水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该局希望通过举行徒步活动，
宣传全民健身理念，展现陵水人民积极
向上的精神风貌。

2000人参加徒步

“全民健身日”海南活动多

本报万城8月 8日电 （记者袁宇
通讯员王清云）8月8日，2019海南全民
健身日活动万宁分会场在万宁市仁里
河公园启动，近300名市有关部门干部
职工、体育运动爱好者冒雨参加。

仁里河公园是万宁新建的一个健
康主题公园，园内有2条分别为800米、
1000米的健康步道，设有起点、终点和
行进方向标识，从起点出发，步道设有

“健康距离”提醒，每间隔100米设一个
行走米数和能量消耗卡路里标识牌，给
市民游客提供了一个运动的好场所。

健康主题公园启用

8月7日，儋州举行“全民健身日”健身项目展演，来自乡镇、农
场和那大等地的11支队伍约300人参加，展演项目有太极拳、健身
气功、健身球、柔力球、持杖健步走等。 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

展演健身体育项目

万宁

儋州国家花滑队队员与三亚市民互动。

本报记者 武威 实习生 陈巍巍 摄

陵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