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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文昌世茂新里程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世茂月亮湾项目位
于文昌市昌洒镇月亮湾起步区沿海地段，总用地面积517712.51平
方米（折合776.56亩）。根据政策要求，现建设单位申请调整项目修
规方案，主要调整项目A6、A7、A8、A9地块二期部分规划设计，该
项目已经文昌市规委会审议批准修规方案指标为：总建筑面积
436718平方米，容积率0.75，建筑密度24.3%，绿地率37.15%，建筑
高度30层。其中A6、A7、A8、A9地块二期部分设计方案规划指标
为：规划用地面积117890.86平方米，建筑面积116094.1平方米，容
积率0.74（补偿后），建筑密度22.7%，绿地率40%，建筑高度6层。该
项目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集热器面积2226平方米，申请补偿建筑
面积1961.8平方米。装配式建筑申请补偿2295.3平方米（不超过规
划地上建筑面积的3%）。以上规划内容符合要求，具体详见附图。为
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乡规划法》、《海南省民用建筑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
面积暂行办法》及《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实施意见》（琼府
〔2017〕100号）等规定，现按程序对该项目调整后的修建性详细规
划及太阳能、装配式建筑补偿面积等内容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5天（2019年11月3日至11月17日）
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建设项目现场、文昌市政府网站；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up0898@

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原市国土局二楼，邮政编码
571339；（3）意见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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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018，联系人:易彪。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海南文昌世茂月亮湾项目A6、A7、A8、A9地块修建性
详细规划调整及太阳能、装配式建筑补偿面积批前公示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1月3日

海南省扶贫工作办公室
关于委托第三方运营管理“两微一端”的公告

我办现委托第三方机构运营管理“海南扶贫”微信公众

号、“海南扶贫”微博和海南省扶贫工作办公室门户网站，请

有意愿的机构于11月7日前将委托运营方案的电子版发送

至：sfpbdyxjz@163.com,纸质版送至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

海府路59号海南省政府海府办公区1号办公大楼920室。

联系人：万兴旺，0898-65328857。

海南省扶贫工作办公室

2019年11月3日

供 求

遗失声明
海南衍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代码914601
00MA5T3EFA4R，公章，声明作废。
▲海南凯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文昌市建设工程规划临时许
可 证, 证 号:（ 临 ）建 字 第
469005201200197号，特此声明。
▲许梆恺遗失身份证，证号：
460102199204300617，声 明 作
废。
▲易慧遗失军官证，证号：军字第
0052995，声明作废。
▲陈莲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
医师资格证证书，证书编号：
199846110460029196408055845，
现特此声明。
▲张丽叶遗失军官证，证号为军字
第9486437，特此声明。

公 告
遗 失典 当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海南清量广告业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康耀文不慎遗失海南雅居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专项维
修资金收据，收据编号：雅海
0104198，金额6,586.20元，声明
作废。
▲邱静喆不慎遗失海南雅居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楼款收
据，收据编号：雅海0108241，金额
1,011,764元，声明作废。
▲邱海不慎遗失海南雅居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楼款收据，
收据编号：雅海 0108244，金额
1,400,890元。声明作废。
▲叶志宏不慎遗失二级建造师注
册 证 书 ，注 册 编 号 ：琼
246070801018，证 书 编 号 ：
02229105，特此声明。
▲本人赵广伟，不慎遗失儋州信恒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
南海花岛收据。楼盘名称中国海
南海花岛，2号岛 322栋 1206 号
房，收据编号：HHD2040659，金
额：65671元，特此声明作废。

公告
东方金港蓝湾旅游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本委已经受理符珏彩等5人
与被申请人你公司劳动争议案（东
劳人仲案字〔2019〕第85、86、87、
104、105号），并定于 2019年 12
月10日上午9点时开庭审理。因
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在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东方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楼，联系电
话：0898-25522015）领取应诉通
知书、申请书、开庭通知书等，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按时出庭，本委将
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东方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11月1日

酒店项目寻求合作
位于海口市繁华路段，四星标准，
客房约200间，配套餐饮、会议设
施，建筑面积约1.8万平方米。联
系 人 ：王 先 生 18689923626、
0898- 65357878 雷 先 生
13876076956、0898-66812218。

海南出版社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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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海南民间乒乓球赛澄迈开打
本报金江11月2日电（记者李佳飞）11月2

日，2019年“谁是球王”海南省民间乒乓球赛在澄
迈县金江镇开打，来自全省各市县的代表队及个
人参赛者约400余人参加，较往届有所增加。

据了解，本次比赛为期两天，设两个阶段，采
用5局3胜11分制，第一阶段为分组循环赛，采用
四进二晋级第二阶段，第二阶段为淘汰附加赛。5
个组别分9个项目进行，男子组设单打、双打，女子
组设单打、双打，家庭组设混合双打（夫妻双打和父
女、母子双打）、U13-U15组设男子单打、女子单
打，U12组（含12岁）设男子单打和女子单打。

本次比赛由省旅文厅主办，省体育总会、澄迈
县旅文局承办。

省诗词学会三亚创作基地揭牌
本报三亚11月2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谭佳）11月2日，海南省诗词学会三亚市亚龙湾
森林公园创作基地揭牌仪式举行。

省诗词学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学会将充分利
用亚龙湾风景秀美的创作素材，多举措发展全省
诗词事业，包括组织开展诗词论坛活动，树立诗词
艺术品牌，打造诗词创作高地，组织全省诗词会员
和诗词爱好者开展诗词讲座培训，充分利用基地
平台，组织各市县诗词学会开展丰富多彩的诗词
采风活动，努力创作更多更好的优秀诗词作品。

省诗词学会成立30年来，会员发展到600多
人，近年推动诗词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农
村、进企业、进景区，助力海南诗词文化发展。

我省培训社会体育指导员
本报海口11月2日讯（记者王黎刚）11月2

日，2019年海南省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班在
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举办，来自全省各市县的
120余名基层社会体育指导员骨干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班内容为理论知识与专项技能，其
中理论知识包括社会体育指导员基本知识、科学
健身、社会体育指导员组织管理能力、急救知识。
专项技能包含广场舞、太极拳、健身气功、健身跑、
跳绳和体育舞蹈。

据悉，本次培训对象为已获二级社会体育指
导员等级称号并累计开展志愿服务三年以上的骨
干，以及在职体育教师、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教
练员、裁判员和优秀运动员。考试合格后具备一
级社会体育指导员资格的学员，将获得一级社会
体育指导员等级证书。

本次培训班由省旅文厅主办，省社会体育指
导员协会、海南体职院承办。

本报海口11月2日讯（记者赵优）
11月2日晚，张韶涵“寓言”世界巡回
演唱会海口站在海口市五源河体育中
心体育场开唱。作为此次巡演的第三
站，海口站演唱会也是张韶涵“寓言”
世界巡回演唱会的首个户外场，张韶
涵给观众带来了一场极具代表性的视
听盛宴，用音乐带领大家一同走进她
的世界。

此次“寓言”世界巡回演唱会由张
韶涵担任整体艺术、创意总监，多姿多
彩的舞台呈现让现场观众惊喜连连，
多套为演出度身打造的造型惊艳亮
相，各类艺术装置更是给海南乐迷们
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演唱会开场
后，张韶涵带来了新歌《引路的风筝》，
充满创意的出场方式让现场观众不仅
被张韶涵的唱功折服，还被一秒钟就
拉进了她奇幻的音乐世界中。

作为“寓言”世界巡回演唱会的首
个户外场，这场演出为海南歌迷带来

了不同的舞台效果，也给了观众不一
样的视听感受。舞台上的张韶涵魅力
四射，舞台下的歌迷热情似火，以尖叫
声回应着张韶涵的精彩演出。不仅有
新歌回馈歌迷，张韶涵的经典曲目也
一一呈现。全新改变升级的《寓言》
《欧若拉》《隐形的翅膀》《遗失的美好》
等经典歌曲，在现场多次引发海南歌
迷的合唱热潮。

本场演唱会最为惊喜的时刻出现
在最后阶段。“明天的故事，都是我的，
是我的。所谓的幸福快乐，我学会了
抉择。”当《口袋的天空》的旋律一响
起，便引发了全场歌迷的热烈反响。
这首歌是张韶涵主演的电视剧《爱杀
17》的主题曲，和本次巡回演唱会主
题概念完美融合。

张韶涵“寓言”世界巡演海口开唱
多姿多彩的舞台呈现让观众惊喜连连

本报讯 （记者王黎刚）11 月 2
日，第18届全国新闻界“防城港·润
朗杯”网球赛在有着“海陆双通道南
向门户城”之称的广西防城港市收
拍。来自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的女双
组合王锡平和李丛娇在决赛中3：6
不敌重庆队，获得亚军。此外，海南
组合赵小娟和王芳名列女双第五名。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海南新闻
界网球队共有6名球员参赛。王锡
平和李丛娇组合在小组赛阶段4战
全胜，挺进八强。此后，她俩又战胜

了两对八强选手杀进决赛。此次收
获亚军，也是海南新闻界网球女双选
手的最佳战绩。

最终，重庆队的赵东旭、赵东旭/
张冶、庞遵萍/杨雪梅分别夺得男子
单打、男子青年双打和女子双打冠
军，深圳队的邓浩/陈述宾和四川队
的刘欣欣/秦建祥分获男子中年和元
老组双打冠军。获得团体总分前六
名的是重庆队、宁夏队、内蒙古队、山
西队、新华社队和深圳队。光明日报
队、天津队获得最佳组织奖，新华社

队和湖北队获得最佳风格奖，最佳报
道奖是陕西队和河南队。

已成功举办18届的全国新闻界
网球赛是我国新闻界坚持时间长、影
响范围广、参与媒体和人数多的全国
性比赛，被中国记协认可为品牌活动
项目之一。本届比赛有全国82家媒
体的144名新闻工作者参与。

本届比赛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
者协会、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
中心和中国网球协会支持，防城港市
政府和全国新闻界网球协会主办。

全国新闻界网球赛防城港收拍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组合获女双亚军
新华社明斯克11月1日电（记者

魏忠杰 李佳）第26届明斯克国际电
影节11月1日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
克开幕，来自约50个国家和地区的
154部影片参展，多部中国影片入围
竞赛单元或参加展映。

白俄罗斯副总理佩特里申科在开
幕式上宣读了总统卢卡申科给电影节
发来的贺信。贺信说，较高的专业水
准和对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已成为明
斯克国际电影节的名片。

据悉，中国电影《地久天长》等将
参加故事片主竞赛单元的角逐，《武林
孤儿》等将参加故事片处女作竞赛单

元的角逐。此外，还有一些中国影片
入围了纪录片主竞赛单元和青少年儿
童影片竞赛单元。《南方车站的聚会》
等影片则将参加非竞赛单元的展映。

电影节开幕式上放映了保加利亚
导演克里斯蒂娜·戈洛佐娃和佩塔尔·
瓦查诺执导的影片《父亲》，该片曾在
今年捷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斩
获最高奖“水晶球奖”。

明斯克国际电影节是由国际电影
制片协会认证的波罗的海、中亚及中
东欧地区重要的竞赛性电影节之一。
首届电影节于1994年举行，此后每年
举办一次。本届电影节将于8日闭幕。

据新华社郑州11月2日电（记者
刘高阳 刘金辉）第十二届“汉语桥”世
界中学生中文比赛总决赛于1日晚在
郑州落幕。经过三轮激烈角逐，意大
利选手郑彦柯最终夺得总冠军。

决赛阶段开始十多天来，来自
105个国家124名参赛选手们围绕汉
语及中国文化知识、汉语口语表达能
力、才艺等方面展开了竞技。经过三
轮比赛，最终决出五大洲冠军进决赛。

当晚的总决赛分为少数对抗多数
对抗答题、情景短剧演艺秀、面对面同
步答题三个环节。意大利选手郑彦柯

由于其在第一轮对抗答题环节成功答
出“盾构机的用途”一题，积分迅速超
越对手，接下来，他还在情景短剧演艺
中现场展示书法技艺，赢得评委好
评。凭借一系列出色表现，郑彦柯在
第三轮答题中击败印尼选手刘陈凰，
获得第一名。

“汉语桥”系列中文比赛是由孔子
学院总部主办的大型汉语比赛项目，
自2002年举办至今，“汉语桥”系列中文
比赛已吸引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40
多万名青少年参加，6500多名选手参
加决赛，被称为汉语“奥林匹克”。

11月2日，在2019国际羽联世界巡回赛澳
门公开赛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韩悦以2：0战
胜日本选手仁平菜月，晋级决赛。图为韩悦在比
赛中庆祝得分。 新华社记者 卢炳辉 摄

羽毛球澳门公开赛

韩悦晋级女单决赛

第26届明斯克国际电影节开幕

多部中国影片参赛或参展

第十二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郑州落幕

意大利选手夺得总冠军

➡ 张韶涵“寓言”世界巡回演唱
会海口站演出场面。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巴博斯/姆拉德诺维奇（左）在获胜后庆祝。
新华社记者 梁旭 摄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记者
王立彬）以展现“一带一路”上客家人
新机遇、新奋斗为主题，人物纪录片
《客家新丝路》（第二季）2日在京开机。

以“奋斗新时代”为主题的《客家新
丝路》（第二季）共20集，将专访“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20位在经济民生、
技术科研、文化传播等领域有突出贡献
的客家侨领，展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的巨大变化以及客家人的精神

风貌，描摹海上丝路的客家族群与其他
族群的对话融合、共同发展。

据悉，2018年《客家新丝路》（第一
季）展示“客家祖地”闽西的相关企业、
企业家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奋斗场景，
反响热烈。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张伟
超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得到越来越
多认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的客家人在促进当地发展、传承中华
文化、推动中外合作等方面作用凸显。

纪录片《客家新丝路》（第二季）开机

斯维托丽娜在比
赛中回球。
新华社记者 梁旭 摄

据新华社深圳11月2日电（记者荆淮侨）2019深圳WTA
年终总决赛2日进入半决赛日。上届冠军斯维托丽娜在与本西
奇战至第三盘时，收到对手的退赛礼。连续两年打进决赛的她，
将与巴蒂争夺年终总冠军头衔。

另一场女单半决赛中，头号种子巴蒂迎战卡·普利斯科娃，
最终以4：6、6：2、6：3逆转晋级。

双打方面，张帅/斯托瑟以6：1、4：6、8：10遭巴博斯/姆拉德
诺维奇逆转，无缘晋级。

女单女双晋级决赛名单揭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