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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电影人宁浩、徐峥、文牧野向博鳌乐城白血病救助慈善基金会捐助1000万元

这里会成为患者心目中真正的“乐城”

广告

关于邀请参与海口市江东新区临空经济区安置房项目
（二期）可研编制及EPC、监理招标代理单位的公告

海口市江东新区临空经济区安置房项目(二期)位于海口市美兰
区演丰镇，项目总用地面积约138.78亩，总投资约11.3亿元，建安
费约9.7亿元。现需向社会公开引进1、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单位；
2、EPC招标代理单位；3、监理招标代理单位。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三个工作日内分别以密封报价函(具体金额)的形式报到我司项目
部。截止11月14日下午17点30分停止报价，逾期不受。

联系地址：海口市美兰区美坡路9号中贤小区A幢二楼
联系人：韩磊 联系电话：65391902

海口市美兰区招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2日

关于邀请参与海口市江东新区电白安置房项目
可研编制及EPC、监理招标代理单位的公告
海口市江东新区电白安置房项目位于海口市江东新区美庄路，

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的北侧，项目总用地面积约
59759.27m2（89.63 亩），总投资约12.0亿元，建安费约10.3亿元。
现需向社会公开引进1、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单位；2、EPC招标代
理单位；3、监理招标代理单位；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
分别以密封报价函(具体金额)的形式报到我司项目部。截止11月
14日下午17点30分停止报价，逾期不受。

联系地址：海口市美兰区美坡路9号中贤小区A幢二楼
联系人：陈工 联系电话：65391902

海口市美兰区招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2日

公 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核发，我司已领

取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乐东营销服务部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成立日期：2011年11月16日；负责人：谢
伟；机构住所：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利国镇河东社区二队225
国道北侧新丰加油站西侧50米处一层东侧及二层；邮政编码：
572534；联 系 电 话 ：0898- 85804393；机 构 编 码 ：
000018469027001；业务范围为：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
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期健康
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
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验、理赔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证券
投资基金销售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乐东营销服务部

招租公告
按现状公开招租海口市海府路亚希大厦15楼

五套房。具体房源：1516房97平方米，1515房92平

方米，1508房 314平方米，1507房 249平方米，

1502B房142平方米(均为建筑面积)，商住两用，可

整体出租或单套出租，租金按评估价每平米22元，租

期三年。有意者可联系海南中旅控股有限公司办公

室，联系电话：0898-66517626,13907685288。

贷款提前到期通知书
周峰：

2013 年 10 月 24 日 ，我 行 与 你 签 订 编 号 为
2013461588001100060号的《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合同》，向你发
放房产抵押贷款350000元。由于你方违约，达32期以上未按
合同约定偿还贷款本息。我行根据合同约定，宣布贷款项下本
息全部提前到期，到期日为2019年11月12日。

请你在5日内一次性归还贷款本金316584.67元，以及截止
2019年9月21日贷款利息38107.88元，贷款罚息3150.47元，
利息复利3801.10元以及罚息复利199.13元，全部利息合计
45258.58元，贷款本息合计361843.25元（具体金额以还款日我
行个人贷款系统计算的数据为准）。否则我行将采取进一步的
法律措施，以维护我行合法权益。特此通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儋州支行
2019年10月31日

贷款提前到期通知书
陈建喜、刘少丹：

2013 年 7 月 19 日 ，我 行 与 你 们 签 订 编 号 为
2013461588001100024号的《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合同》，向你
们发放房产抵押贷款310000元。由于你方违约，达6期以上未
按合同约定偿还贷款本息。我行根据合同约定，宣布贷款项下
本息全部提前到期，到期日为2019年11月12日。

请你们在5日内一次性归还贷款本金273722.61元，以及
截止2019年9月21日贷款利息18884.77元，贷款罚息1027.23
元，利息复利1100.02元以及罚息复利38.54元，全部利息合计
21050.56元，贷款本息合计294773.17元（具体金额以还款日我
行个人贷款系统计算的数据为准）。否则我行将采取进一步的
法律措施，以维护我行合法权益。特此通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儋州支行
2019年11月6日

关于处理土地证遗失的公示
海南省国营新中农场于2004年办理了国有土地登记，位于

新中农场，使用权面积为34795480.52平方米，共十宗地。用途
分别为农用、建设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人：
海南省国营新中农场，土地证号分别为：

万国用（2004）字第114012号、万国用（2004）字第114015
号、万国用（2004）字第114016号、万国用（2004）字第114019号、
万国用（2004）字第114021号、万国用（2004）字第114023号、万
国用（2004）字第114025号、万国用（2004）字第114028号、万国
用（2004）字第114030号、万国用（2004）字第114031号。

现因保管不慎，将上述《国有土地使用证》遗失，现登报注销。
特此公告。

海南省国营新中农场
2019年11月11日

对于《我不是药神》公映后在
社会上产生的一系列影响，徐峥
认为，电影虽在创作戏剧冲突方
面做了一些努力，但这种艺术加
工只是为了让观众了解到白血病
患者这样一个群体。“电影虽然打
动观众了，但这并不是我们的最
终目的，我们希望有更多观众在

电影余温散去以后，还能依旧关
注这样一个群体。”

这部影片上映后，国家对抗癌
药采取了降价保供等一系列新政，
一些靶向药也已经纳入医保目录，
这让这部电影的主创人员觉得做
了一件对社会特别有意义、特别有
价值的事情。

“所以当宁浩导演提出要向慈
善基金捐款，要把这部电影的票房
回馈给社会、帮助更多的人时，我
感到这说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声，我们只是尽了微薄之力，我们
非常希望可以救助到更多的人。”
该片导演文牧野说。

“在任何时候，不管通过任何

形式，只要需要我们支持，我们一
定义不容辞。”徐峥提出建议，希望
海南博鳌乐城白血病救助慈善基
金会不仅仅为白血病患者提供救
助，还可以延伸到其他医学领域的
不同方面和不同病种，为更多的患
者提供救助。

（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

先行区“先行先试”政策太赞了

“我最怕读长微信，要么有事要办，要
么抒发感情。”在现场，说起和博鳌乐城白
血病救助慈善基金会的结缘，宁浩的坦率
幽默让现场气氛轻松了起来。但也正是
一条长微信，才诞生了今天的捐赠活动。

给宁浩发送这封长微信的人，正是先
行区管理局局长顾刚。“顾局长的微信我看
进去了，他对乐城的情况进行了介绍，说先
行区非常有针对性，鼓励‘先行先试’。”

在了解了先行区“先行先试”等相关政
策后，今年10月，宁浩到先行区进行了参
观。“当天参观完我就觉得，乐城太适合做这
件事了。”宁浩说，先行区的特许政策允许未
在国内上市的国际先进药械在先行区内

“先行先试”，这给患者第一时间使用国际
上最先进的药品和器械创造了便利条件。

“得知海南省政府牵头成立博鳌乐城
白血病救助慈善基金会，这里有这么好的
政策，大家又这么齐心协力地做这件事，一
定会做好！所以我就和徐导、文导商量，他
们也都一致赞同参与。”宁浩说。

捐款实现了剧组拍电影前的承诺

“今天是‘双11’，可以说，这
也是很有福利的一天。”徐峥说，

“在这个有福利的一天，不应该仅
仅是在网上买一买东西，更希望
通过海南博鳌乐城白血病救助慈
善基金会的成立，为更多病患送
上福利。”

徐峥表示，先行区的发展理
念与电影《我不是药神》想要表达
的理念是非常契合的。这种理念
就是，无论是政府、专业医疗机构

还是社会各界人士，大家都有一
颗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心，大家
都在努力为他人的生命和身体健
康带来福音。

实际上，此次从电影《我不是
药神》票房中拿出1000万元捐助
给博鳌乐城白血病救助慈善基金
会，也实现了这部电影开拍之初
对社会公益事业的承诺。

戏如人生、人生如戏。海南
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我

不是药神》剧本是根据真实案例
改编的，整个电影创作的过程，
主创人员沉浸其中，就像主人公
一样也是感同身受。正因如此，
在电影筹备初期，剧组就已经决
定，将拿出票房收益的一部分，
投入到社会公益事业中，去帮助
那些在疾病面前只能望而却步
的病患们。

当了解到国家对先行区特殊
医疗政策的支持，与影片中的医

疗政策需求有着高度契合的时
候，特别是国家和海南省政府如
此大力推动先行区建设，这让
《我不是药神》主创人员看到了
未来，看到了新特药造福人民健
康的机会。徐峥说：“随着博鳌
乐城先行区的发展和建设，相信
这里可以为更多患者造福，可以
为更多病患家庭带来快乐。到
那时，这里会成为患者心目中一
座真正的‘乐城’。”

呼吁基金会为更多患者提供救助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11月的海南依旧暖风和煦，树绿花红。

11日，电影《我不是药神》的主创人员——监

制宁浩、徐峥，导演文牧野一行一路从北向

南，来到海口，脱掉沉重的外套，三位影人的

心情格外轻松。

从与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以下简称先行区）结缘，到主创团队决定

向博鳌乐城白血病救助慈善基金会捐助

1000万元和向海南省人民医院捐赠10例

海南贫困白血病患者免费救助名额，三位

影人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一致表

示：“在乐城，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乐城的项

目正好符合我们当初的期许。”

本报雅典11月11日电（特派
记者周月光）来自希腊的马拉松圣
火将在第十届海南儋州国际马拉
松赛场传递。11月9日，儋州国际
马拉松组委会代表团受邀专程赴
希腊马拉松市，参加马拉松圣火采
集仪式并迎取圣火。

儋州国际马拉松赛从2009年
开始，已连续举办9年，一年比一年
进步，特别是近年不断创新，在全
国每年数百场马拉松赛事中脱颖
而出，2017年度赛事获评中国田
协银牌赛事，2018年度赛事获评
中国田协金牌赛事。

去年，雅典马拉松组委会成

员、中国官方代表狄米崔先生亲赴
儋州现场观摩，给予高度评价。他
说，儋州国际马拉松组织到位服务
良好，有特色有亮点，像设置跑团
奖、举行关门仪式等做法，深受跑
友欢迎，值得其他城市学习。在今
年12月22日儋州国际马拉松将举
办第十届比赛之际，希腊马拉松联
合会、马拉松市、雅典马拉松组委
会特别邀请儋州国际马拉松组委
会前往希腊参加马拉松圣火采集
仪式并迎取圣火。

11月9日中午，希腊马拉松市
在希腊国家烈士公园举行圣火采
集仪式，并为11月10日开跑的雅

典马拉松赛事举行圣火传递活
动。随后，儋州国际马拉松组委会
代表邱波从马拉松圣火主办方代
表手中迎取马拉松圣火火种。

“迎取马拉松圣火并在儋州举
行火炬传递活动，是第十届儋州国
际马拉松赛耀眼的配套活动，标志
着儋州国际马拉松办赛水平得到
国际认可。”邱波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12月22日，第十届儋州国际马
拉松赛开跑前，希腊马拉松市市长
斯特吉奥将率团以及几名希腊著
名跑者亲赴儋州参加圣火传递活
动和马拉松比赛。

狄米崔说，中国每年有200多

个城市举办马拉松赛事，但到目前
为止，只有上海、厦门等少数几个
城市举办过马拉松圣火传递活动，
而到希腊参与马拉松圣火采集并迎
取马拉松圣火的，儋州是中国第一
个城市，相信儋州国际马拉松赛事
会越办越好。

又讯 儋州国际马拉松组委会
代表团迎取圣火期间，应雅典马拉
松联合会邀请，还参观了马拉松博
物馆，并向博物馆捐赠了儋州国际
马拉松赛事的奖牌、赛服和火炬等
十余件有纪念意义的物品。该馆
负责人表示，将开辟专柜收藏并展
示儋州国际马拉松赛事的纪念品。

儋州赴希腊迎取马拉松圣火

第19批中组部、团中央（来琼）博士
服务团成员策划创作

电影《黎乡遇见你》澄迈开机
本报金江11月11日电（记者李磊）11月11

日下午，以海南青年在新时代创业奋斗为故事背
景，展现海南特色农业发展的故事影片《黎乡遇
见你》在海南生态软件园开机。该片剧本由第
19批中组部、团中央（来琼）博士服务团成员策
划创作，剧情反映了他们在挂职海南期间各自岗
位上的所见所闻。

该片剧本主创，第19批中组部、团中央（来
琼）博士服务团团长，省发改委副主任黄文川介
绍，他在海南挂职服务期间，曾前往我省多个特色
产业小镇、美丽乡村、共享农庄调研，接触了大量
在各领域创业的年轻人，他们在新时代展现的创
业活力深深触动了他。因此，在该批博士服务团
成员即将结束挂职离开海南之际，黄文川和团员
经充分考虑，决定通过创作一部电影，展示广大创
业青年在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中的新风采，向
人们展示海南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

据介绍，剧本创作时，各位博士服务团成员共
同进行了策划创作，由黄文川主笔完成剧本，在情节
中加入大量他们在琼挂职期间各自岗位上的见闻。

该片由海南椰云数字影视动漫有限公司与海
南生态软件园、厦门丹山影视有限公司、美国国际
传统文化发展基金会等共同制作，拍摄期间将在
澄迈等地取景，预计2020年海南解放70周年前
夕与广大观众见面。

海南沙滩运动嘉年华（昌江分会场）

沙滩徒步活动棋子湾举行
本报石碌11月 11日电 （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林朱辉 通讯员陈家漠）2019海南
沙滩运动嘉年华（昌江分会场）炫动棋子湾沙
滩趣味徒步活动，11月10日在昌江黎族自
治县棋子湾旅游度假区沙滩举行，来自省内
各市县的徒步爱好者共1000余人参加。

据介绍，本次活动除设8.88公里沙滩徒
步外，还安排了沙滩足球体验赛、沙滩趣味保
龄球、沙滩趣味兔子跳、抽奖等环节，互动现
场笑声不断，热闹非凡。

据悉，2019海南沙滩运动嘉年华以沙滩
为主题，融合体育文化和滨海旅游元素，旨在
让大众体验具有海南热带岛屿特色的沙滩运
动项目，延伸体育旅游产业链，推动海南旅游
消费提质扩容，并为2020年第六届亚洲沙滩
运动会造势。

扫黑除恶专题琼剧
《利剑出鞘》万宁演出

本报万城11月11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
梁振玮）11月11日，大型原创现代扫黑除恶专题
琼剧《利剑出鞘》全省巡演走进万宁。该剧在万宁
共演3场，其中11月11日在万城镇人民公园广场
演出，11月12日在东澳镇大造村演出，11月14
日在和乐镇乐群村演出。

《利剑出鞘》由途中接访、乡下巡查、上下密
谋、舞场办案、医院探病、利剑出鞘六个篇章组成，
公安干警不畏恐吓，与黑恶势力斗智斗勇，最终将
黑恶势力团伙绳之以法。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扣
人心弦，演员们精湛的表演深深吸引了现场观众。

《利剑出鞘》由海南省源创本土琼剧研究院创
作，今年9月28日在海南戏院“周末剧场”首演，
社会反响热烈。

据了解，《利剑出鞘》从创作到搬上舞台历时
近一年，得到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省公安厅
等单位支持。此次《利剑出鞘》下乡巡演，意在通
过“以戏带教”方式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
不断带动村风、民风好转，为彻底铲除黑恶势力滋
生土壤营造良好社会舆论环境。

东京奥运会男排亚洲区落选赛赛程确定

中国男排首战哈萨克斯坦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记者徐征 韦

骅）2020年东京奥运会男排亚洲区资格赛抽签仪
式11日在北京进行。中国男排与伊朗队、哈萨克
斯坦队和中国台北队共同进入A组，中国男排将
于2020年1月7日首战哈萨克斯坦队，这将是中
国男排进军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最后一次机会。

中国队、中国台北队、澳大利亚队、伊朗队、印
度队、卡塔尔队、韩国队以及哈萨克斯坦队八支此
前在亚锦赛获得前八名的队伍获得了亚洲区资格
赛的参赛资格。经过抽签，中国队被分入了A
组，同组的两支种子队分别为伊朗队和中国台北
队。同时，作为资格赛的东道主，中国队有权选择
另外一支球队进入A组，中国男排的新任主帅沈
富麟最终选择了哈萨克斯坦队。这样，在小组赛
中，中国队将先后与哈萨克斯坦队、中国台北队和
伊朗队交手。剩余的四支队澳大利亚队、韩国队、
印度队和卡塔尔队则进入了B组。

2020年东京奥运会男排亚洲区资格赛将于
1月7日至12日在广东江门举行，八支球队将全
力争夺唯一的一个晋级东京奥运会的名额。

《
我
不
是
药
神
》
主
创
宁
浩
（
左
）
、徐
峥
（
中
）
和
文
牧
野
在
博
鳌
乐
城

白
血
病
慈
善
救
助
基
金
会
成
立
仪
式
上
。

本
报
记
者

袁
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