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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培训农村电影放映员
本报海口11月28日讯（记者卫小林 通讯

员王治科）11月27日至28日，2019年海南省农
村公益电影放映技术培训班在海口举办，来自全
省各市县的近180名放映员参加培训，中宣部电
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及专家来琼授课
并对我省农村电影进行调研。

据介绍，本次培训班是省电影局设立后主办
的首次全省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技术培训班，旨在对
全省农村电影放映员进行系统的业务培训。为期
两天的培训班，邀请了中宣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
心、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中影新农村数字电影
发行放映有限责任公司等机构的专家来琼授课。
课程有“农村电影制度梳理与农村电影节目完善思
考”“农村公益电影提质升级”“电影节目菜单式选
片系统介绍”“中影新农村电影放映服务平台讲解”

“放映设备使用操作及常见故障与解决方案”等。
培训班承办方海南省电影有限公司农村数字

电影院线负责人介绍，海南农村公益电影放映一直
深受广大农村群众欢迎，特别是2018年在全国率
先启用中影新农村放映员选片系统后，全省各市县
农村电影放映员可以根据农村群众需求自主选片
和订片，较好地满足了农村群众的观影需求。

据悉，中宣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相关负
责人出席开班仪式后，随即深入我省基层对海南
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工作进行调研。

广告

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陵自然资告字〔2019〕13号

经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2019-13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根据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2019-13号宗地净地出让条
件的证明》，说明上述宗地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
着物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条件。

二、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
（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并具备信用评级机构认定为债券信用等级
AA+的海南省交通行业国有企业或海南省属国有企业，均可申请参
加竞买，不接受个人及联合体竞买。境外法人和其他组织（含港、澳、台
地区）申请参加的，应当提供境外公证部门的公证书、商务主管部门核
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境
外申请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有效身份证明及其他相关文件，应由所
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事馆认证；香
港地区申请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有关文件，应按规定经中华人民共
和国司法部授权的香港律师公证并由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
审核签章转递并附以附件确认本。澳门、台湾地区比照香港地区执行。
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一）失信的被执行人；（二）有重大税收违法案件的当事人；
（三）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
的；（四）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
商品住房、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的。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
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
请人可于2019年11月28日至2019年12月17日到海南省陵水黎族
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208号老法院二楼201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
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19年11月28日09时00分至2019年12月25
日12时00分到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208号老法院二
楼201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向陵
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
截止时间为2019年12月25日12时00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
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将在2019年12月25日17时0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
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地块挂牌时间为：
2019年12月18日09时00分至2019年12月27日15时00分。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
电子邮件及口头等方式申请竞买及报价，也不接受邮寄竞买文件；
（二）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
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三）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
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规定缴纳）；（四）竞得人须在签订《成交确认书》
后，与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并根据《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琼国土资
规〔2018〕7号）和《关于实施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的指导意
见》（琼国土资规〔2018〕8号）文件的规定，与陵水黎族自治县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严格按照协
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五）挂牌的地块以现状土地条件出让；
（六）上述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七）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
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 系人：周小姐 林先生
咨询电话：（0898）83333322 65303602
联系地址：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208号老法院二

楼201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http://www.landchina.com
账户名称：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开户银行：（一）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行；银行账号：

266254050805。（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行；银行账
号：46001005736053001573。（三）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
支行；银行账号：21-840001040018030。（四）陵水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营业部；银行账号：1007019400000145。（五）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陵水支行；银行账号：6001276700012。（六）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陵水新建路支行；银行账号：2201007729200023924

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1月28日

地块编号

2019-13号

地块
位置

英州镇

地块面积
(平方米)
20000

地块用途

商服用地（商务金融用地）

容积率
≤1.2

建筑密度（%）
≤25

绿地率（%）
≥40

建筑限高（米）
≤45

出让年期
（年）
40

投资强度
（万元/亩）

≥35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3966

起始价
（元/平方米）

2490

规划指标

二、竞买人资格。1.竞买人基本条件：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
外）均可申请参与竞买。属境外机构和个人（含港、澳、台地区）申请
参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
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不接受联
合竞买。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2.竞买要求：（1）凡在万
宁市境内已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满二年以上未投入开发建设造成
土地闲置的，或者拖欠土地出让金未缴的，均不具备竞买人条件。
(2)该宗地用于医院项目建设。(3）竞买人需在签订《成交确认书》后
与产业主管部门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
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
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
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参加竞买者请到万宁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办公大楼国土空间用途和耕地保护组（或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查询和购买《万宁市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
竞买。报名期限：2019年12月5日-2019年12月26日17：00（以
竞买保证金实际到账为准）。

五、竞买保证金。报名时须全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竞买成交后，
该竞买保证金转作土地出让金。

六、资格确认。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
请条件的，在2019 年12月26日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七、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挂牌时间：起始时间：2019年12月
20日9:30时；截止时间：2019年12月30日15:30时。挂牌地点：
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
行。本次竞买活动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
等其他方式报价。受理报名、报价时间：报名报价期限内上午8:00
至11:30 ，下午14：30至17：00。本公告所指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1.该宗地为净地，目前地块上无附
着物、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
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2.鉴于该宗地处于地质灾害易发区，在
项目建设前须做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采取有效措施预
防地质灾害。该项目用地须按规定完善有关环保审批手续，否则不
得动工建设。3.竞买成交当场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30日内与我
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合同》，按《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合同》约
定开工，涉及水务、绿化、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和设
计施工等应符合国家、海南省的有关规定。4.该宗地应用于发展医
疗卫生项目，投资强度≥400万元/亩。以上内容列入《海南省产业
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该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

九、本次挂牌事项如有变更，以变更公告为准。
十、咨询方式。咨询电话：0898-62217005 联系人：陈先生
http://www.landchina.com；http://www.ggzy.hi.gov.cn
http://lr.hainan.gov.cn

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1月29日

地块编号

万让 2018-
3-1号地块

位置

兴隆旅游区花园路八管
区55队段东南侧地段

面积
（公顷）

3.2111

使用
年限

50年

土地用途

医疗卫生用地

起始价
（人民币万元）

2630

竞买保证金
（人民币万元）

2630

规划指标

容积率≤1.0，建筑密度≤35%，
绿地率≥35%，建筑限高≤20米

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万宁市人民政府批准，

现将如下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琼自然资告字〔2019〕11号
经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位于百花岭风景名胜区内，地块编号

为QZ-2019013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
（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
请参加竞买的，按照规定需要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
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申请人应当单独申请，不
接受联合竞买，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三、竞买规则：本次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
则确定竞得人。四、本次挂牌出让宗地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
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19年12月9日至2019年12月27日到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获取挂牌出让文件及向我
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12月27日16
时。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2019年12月27日17时前确认其
竞买资格。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
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地块挂牌时间为：
2019年12月21日8时30分至2019年12月31日17时 。六、挂牌时间
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
定竞得人。七、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竞买申

请。八、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地块的出让价款，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九、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挂牌佣金
按有关规定收取。十、其它事项：(一)挂牌的地块以现状条件出让。（二）竞
买人须是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境内注册企业，注册资本金不低于
5000万元（含）以上，且项目规划须符合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所在片区
城市建设总体要求及项目招商要求，并确保地块投资强度不低于300万
元/亩。（三）竞得人须在签订《成交确认书》后10日内与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招商事务中心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
按照协议中约定的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四）
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十一、本公告未尽事
宜详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手
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十二、联系人：李先生欧阳先生；联系
电话：0898-86225309 13976111340。http://www.ggzy.hi.gov.cn；
http://lr.hainan.gov.cn；http://www.landchina.com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1月29日

地块编号
QZ-2019013

位置
百花岭风景名胜区内

面积（亩）
25.72

使用年限
40年

土地用途
零售商业用地70%，餐饮用地30%

容积率
≤0.8

建筑密度
≤40%

绿地率
≥30%

起始价(万元)
1023

保证金(万元)
1023

关于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 澄自然资告字〔2019〕26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澄迈县人民政府批准，澄

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公开挂牌出让下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二、竞买人资格：（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
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
台地区）申请参加竞买的，按照规定需要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
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
出让不接受联合竞买。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二）具有下
列行为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挂牌出让：1.在澄迈县
范围内有拖欠土地出让金的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2.在澄迈县范围内
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擅自改变土地用途
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
底价，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三、竞买申请和登记：有意参加竞买者应于2019年12月5日至
2019年12月27日下午17时前（北京时间，下同）到澄迈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三楼土地交易所（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
窗口）查询和领取《澄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
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时，竞买申请人应缴交
竞买保证金，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12月27日下午
17时前（以实际到账为准）。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
符合申请条件的，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2019年12月27日下
午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四、挂牌报价时间和地点：（一）挂牌起始时间：2019年12月20日
上午8:30。（二）挂牌截止时间：2019年12月30日上午10:00。（三）受
理挂牌报价时间：上午8:30至 11:30和下午14:30至 17:30（工作
日）。（四）挂牌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土地交易厅。本次挂牌出让活动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
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五、其他事项：（一）该宗地块用地征收工作已完成，土地权属清晰。

澄迈县人民政府已与被征地单位签订了《收回国有土地补偿协议书》，土
地补偿款、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助费和地上附着物等款项已补偿到位。
目前该宗地的地上附着物已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
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
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具备净地出让的条件。（二）
27100-201506号地块拟安排用于农产品加工厂项目建设使用。该宗
地块建筑间距满足国家、海南省的相关规定。项目建设符合环保和土壤
环境质量要求，对是否建设装配式建筑没有硬性要求。该宗地块位于地
质灾害易发区，项目建设前须按规定组织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采取措
施防治地质灾害。（三）该项目属低碳制造业类，根据《海南省建设用地出
让控制指标（试行）》（琼国土资规〔2018〕7号）的规定，且考虑到该项目
属农产品加工类型，该项目不设定投资额、税收、产值等指标，不签订《产
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四）竞买成交后应当即与澄迈县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竞买保证金在合同生效后自动转作受让地块的合同
定金，抵作土地出让价款。受让人应当在出让合同生效之日起90日内
付清土地出让金。（五）受让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设计
要求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进行开发建设。涉及水
务、绿化、环保、消防、交通管理等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管理规
定。（六）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挂牌交易服务费按有关规定收取。（七）
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澄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
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联系人：吴先生、徐先生 电话：0898-67629310、67629052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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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计思佳 实习生 郑俊云

青春的诗会老，但摇滚的旋律永
不褪色。经典摇滚乐，就像时光酿造
的酒，浓烈而清澈，很是醉人。将于
12月举办的2019年海南红珊瑚国
际音乐节上，零点乐队、天堂乐队、瘢
痕乐队3支摇滚乐队将倾情献唱。

零点乐队
将摇滚进行到底

1989年，上世纪80年代最后一
年，崔健的《一无所有》直击人心，以此
开启了中国的摇滚乐时代。出道于
1989年的零点乐队，跨越流行和摇滚
两界，是歌迷和业内公认的华语乐坛
最具代表性流行摇滚乐队，被媒体评
为“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的活化石”。

2019年是零点乐队成立的第30

年，30年来，《别误会》《永恒的起点》
《每一夜每一天》《没有什么不可
以》……一张张专辑，一首首经典摇
滚乐曲，激荡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
遵义、昆明、郑州、青岛乃至美国大西
洋城、拉斯维加斯等地，都留下了他
们的足迹，他们的声音从未褪色。常
言道，三十而立。乐队成员表示，零
点乐队在未来会一如既往，做简单的
音乐，将摇滚进行到底。

天堂乐队
音乐含着仙气

天堂乐队，中国元老级摇滚乐队
之一，素有摇滚硬汉之称。天堂乐队
的“天堂”，源自他们的前身“粉雾”乐
团在《摇滚94》合辑中的亮相。由于
当时制作公司的地域背景，宣传时容
易让人误将“粉雾”听成“坟墓”，因此

他们从“地狱”升入“天堂”。
天堂乐队5个成员外表粗犷、冷

酷，充满摇滚硬汉的热情和善良，他
们用朴实锐利并且含着仙气的音乐，
以朝气蓬勃的曲风，感动无数乐迷。

天堂乐队成立20多年来，积淀
出自己特有的风格和特色，比如技
术、多元、复杂度、骨气、热血、力量
感、内涵、历练、责任心、情感、言之有
物……而最大的特色则是含着仙气。

瘢痕乐队
铁骨柔情注入重金属

2000年7月才成军于辽宁锦州
的瘢痕乐队，也算得上老牌乐队了。
多年来，他们一直坚持重型音乐，从
早期的说唱金属、新金属、工业金属，
直到现在的独立金属，他们一直在不
断地丰富着自己，其多元音乐元素极
具感染力和爆发力。

20年来，瘢痕乐队一直把重金

属作为音乐发展主要方向，不迎合市
场，让重金属风格愈发成熟。虽然乐
队尝试过众多不同类型的歌曲，但重
金属却一直是乐队的核心风格。就
像他们在《誓言》中唱的：“在每一次
跌倒的辛酸里，最深情的话语全都记
在心里，去期待明天……”就这样，瘢

痕乐队创造了《邪恶艺术》《被绞死的
灰姑娘》《气味》《墙壁上的脸》《保佑
上帝没有解药》《榨取我的愤怒》《另
一条弧线》《带着手铐跳舞的人》等一
首又一首重金属味道浓烈但又不失
柔情的歌曲，吸引了众多乐迷。

（本报海口11月28日讯）

2019海南红珊瑚国际音乐节12月举行

青春不老，聚海口品摇滚“老酒”

11月28日，海南大学第十二届舞林盛会在海大思源学堂大礼堂举
行。图为舞蹈团献上的精彩舞蹈表演。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海南大学舞林盛会举行

本报海口11月 28日讯 （记者
陈蔚林 通讯员黄巧斌）11月28日上
午，随着一声哨响，2019全国沙滩排
球巡回赛总决赛在海口经济学院拉
开战幕。此次总决赛共有来自天津、
辽宁、上海、香港等省市和地区的
160余名优秀沙排运动员参加。作
为全国沙排赛事年度序列中的最后
一项，本次总决赛的成绩将决定沙排
运动员的年终总排名。

本次总决赛为期4天，根据赛程
安排，决赛将于12月1日下午开打。
当晚，组委会还将举办年度沙排颁奖
盛典，颁发年度最佳运动员、年度最

佳教练员、年度突出贡献奖等奖项。
央视CCTV5及CCTV5+频道将对
本次总决赛进行跟踪报道。

比赛期间，赛事组委会还将举行
沙滩排球运动发展研讨会，由国内外
体育学者、运动员和知名媒体人针对

“城市与沙排”“人文与沙排”“政策与
沙排”等话题各抒己见。

开幕式后举办的首场比赛，由海南
一队迎战辽宁五队，以东道主身份参战
的海南运动员曹德钰、秦成达开局便
展现出良好配合，仅耗时27分钟就以
2：0的比分轻松取胜，赢得开门红。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从2017

年开始，本项赛事已经连续3届由海
口经济学院与海南昆仑体育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共同承办。3年间，该校
打造的“中国排球协会海南沙滩排球
训练基地”，累计承接了超过3000人
次的沙排培训任务，为大赛的举办和
中国沙排事业作出了贡献。

据悉，全国沙排巡回赛是经国家
体育总局批准，由国家体育总局排球
运动管理中心主办的重要赛事，也是
中国最高等级的沙滩排球单项赛事。

本次总决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排
球运动管理中心、海南省旅游和文化
广电体育厅、海口市政府联合主办。

全国沙排巡回赛总决赛海口开打
海南一队取得开门红

中国奥运帆船大奖赛
海口开赛
国内52名顶尖选手参加

本报海口11月28日讯（记者王黎刚）2019
中国奥运帆船大奖赛暨东京奥运会帆板测试赛
11月27日在海口国家帆船帆板训练基地开赛。

本次比赛为期3天，完全匹配东京奥运会模
式，来自全国各地的25名男选手和27名女选手
参赛，赛事总奖金税后25万元。

该项赛事是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以下简称中
帆协）推出的大奖赛，也是2019中国帆船年度盛典系
列活动的最后一项比赛，旨在为东京奥运会大练兵，同
时让国内职业运动员有更多参加专业比赛的机会。

中帆协主席张小冬表示，海口与国家帆船帆
板体育事业有着不解之缘，自上世纪80年代以
来，海口便是各省队、国家队的冬训基地。如今，
海口在“帆船城市”建设上大步向前，连续承办中
国帆船年度盛典系列活动，得到社会各界认可。
面对冲刺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关键时期，中帆协
携手海旅集团创立中国奥运帆船大奖赛，将对国
家队备战东京奥运会起到积极作用。

零点乐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