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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博义盐灶八
灶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Z-01

地块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博义盐灶八灶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Z-01地块位于海口

市龙华路西侧，八灶街东侧。属《海口龙华区博义、盐灶、八灶村棚改片
区改造规划》Z-01地块范围。项目于2018年10月通过规划许可，批
建内容为16栋地上1-33层，地下1层居住、商业、幼儿园，批建面积地
上275066.12m2/地下41220.09m2。现建设单位申请对方案地下室及

平面布局、住宅10#-18#楼首层平面户型进行微调。经审查，地下室面
积变更为40761.05m2，其他各项规划指标均保持不变。为广泛征求相
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
（2019年12月31日至2020年1月14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 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
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
区15栋南楼2051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乡更新规划科，邮政
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
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9，联系人：汪阳。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2月31日

国有产权（股权）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10HN0165-1

受委托，现公开再次挂牌转让长城保险经纪有限公司10%股权。
一、基本情况：长城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是由申河、海南华琨

实业公司、上海万同投资咨询公司、刁金梅等于2000年7月10日
出资设立，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截止2019年6月30日，该公
司总资产为 16634.34 万元，总负债 1566.23 万元，净资产
15068.11万元。本次转让股权对应评估值为1506.81万元。具
体详情见中天华信评报字（2019）第055号评估报告。

二、挂牌价格不低于人民币1436.81万元。
三、公告期为2019年12月31日至2020年2月3日。
四、对竞买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

网（http://www.hncq.cn）、E 交 易 网（http://www.ejy365.
com）、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ggzy.hi.gov.cn）
查询。联系方式：海南产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
华夏银行大厦18楼），电话：66558010孙女士、66558023李女
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
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12月31日

关于G98环岛高速公路K561+800至K587+750段
光缆敷设施工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G98环岛高速公路K561+800至K587+750段进行光缆敷
设施工的需要，为确保顺利施工和行车安全，现需要对相关路段
实施交通管制，具体交通管制方案如下：

一、管制时间
2019年1月2日至2020年1月22日
二、管制路段
G98环岛高速公路K561+800至K587+750段左幅（海口往

三亚方向）
三、管制方式
管制期间，施工路段采取沿行车方向滚动式封闭作业路段

（500米）的第一行车道，第二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正常通行的交通
管制措施。

请途经管制路段的车辆,请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或按现场
交通安全管理人员的指挥行驶，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19年12月26日

“何瑞友住宅楼”项目位于文昌市文城镇凌村村委会军城村民小
组，不动产权证号为琼（2019）文昌市不动产权第0012535号，总用
地面积175平方米，该地块属《文昌市文城组团东北片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范围。何瑞友向我局申办规划报建手续，拟建设内容为一栋5
层框架结构住宅楼，占地面积14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815.27平方
米。为广泛征求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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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5天
（2019年12月31日至2020年1月14日）；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
建设项目现场、市政府网站；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
送到：wczrzj@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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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莹。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2月31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何瑞友住宅楼项目批前公示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06民初16424号

海南华侨基业有限公司：原告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与被告海南华侨基业有限公司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

一案，因你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定于2020年3月25日上午08时30分在本院第

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2019年12月23日

本报海口12月 30日讯 （记者
卫小林）12月29日下午，“圣丹妮丝
杯”2019年第三届海南省时装画创
意设计大赛颁奖典礼在海南师范大
学桂林洋校区举行，来自我省8所院
校的近300名服装专业师生欢聚一
堂，见证了我省服装专业学生用缤纷
服装创意画绘出的时尚海南之美。

据介绍，本届大赛于11月1日至
30日正式征稿，11月30日至12月20
日开通新增设的网络投票通道，12月
25日召开评委会进行专家评审，12月
29日颁奖礼后在海师大桂林洋校区
展出。经过网络微投票系统报名，最
终共征得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琼

台师范学院、海口经济学院等8所院
校学生投送的手绘稿件108件、电脑
稿件96件。在网络投票环节，最高得
票作品得到7万余票，总投票数高达
85.7万票，网络浏览量达到207.9万
次，创下该项赛事创办以来新高。

组委会负责人介绍，本次大赛参
赛对象为我省艺术类院校在校大中
专学生，每位参赛者限投一件作品，
分本科组、大专组、中专组三个组别
评比，奖项设置按三个组别再细分，
每个组别分设手绘金、银、铜奖各1
名，单项奖6名，电脑金、银、铜奖各1
名，单项奖6名，另设网络最佳人气
金、银、铜奖各1名，全场大奖分手绘

组、电脑组分设金、银、铜奖各1名。
最终，刘珊、易玉莹、张文良分获全场
大奖手绘组金、银、铜奖，郭淑萍、陈
吴晗、黄傲峰分获全场大奖电脑组
金、银、铜奖。黄芙芊、赵纯、廖倩琪
分获最佳人气金、银、铜奖。

时装画是时装设计的专业基础
之一，是衔接时装设计师与工艺师、
消费者的桥梁，举办大赛旨在提高海
南服装专业学生时装画创作能力，培
养服装专业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展示
海南服装教育积极进取的新风貌，为
我省培养服装专业后备人才。

本届大赛由省服装协会、省服装
设计师协会、省美术家协会联合主办。

第三届海南省时装画创意设计大赛海口落幕

服装创意画绘出时尚海南美

200场公益电影送基层迎新春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由省国资委指导，省电

影发行放映协会和椰树集团联合主办的“迎新春
两百场公益电影送基层”大型巡映活动日前启动。

据介绍，本次巡映地点包括海口、三亚、琼海、
文昌、昌江、乐东、五指山、儋州、澄迈、临高等18
个市县和洋浦经济开发区，计划总共放映公益电
影200场，为基层干部群众送上新春的问候。本
次巡映影片包括《我和我的祖国》《攀登者》《中国
机长》《古田军号》《烈火英雄》《流浪地球》等。

据了解，近两年，椰树集团已联合省电影发行
放映协会在我省农村、企业、学校、社区等基层共
放映公益电影400场，同时放映科教片和公益广
告36250次，受众近百万人次。此次举办“迎新春
两百场公益电影送基层”活动，已是椰树集团第三
次为全省基层干部群众免费赠送公益电影。

省电影发行放映协会相关负责人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为开展好“迎新春两百场公益电影送基
层”活动，该协会会员单位已组织电影放映队下基
层开始巡映，为当地干部群众送上新春文化大餐。

本报文城12月 30日电 （记者
李佳飞）12月29日晚，文昌市“航天
城之夜”2020年新年音乐会在文昌
中学奏响。

音乐会以经典交响乐为核心，以
迎新为主线，邀请了保加利亚普罗夫
迪夫国家歌剧院交响乐团倾情演
出。演奏内容包含欧洲经典作品以

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保留曲目，如
《蝙蝠序曲》《蓝色多瑙河》《匈牙利舞
曲·第5章》《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
《红色娘子军·序曲》《我爱你，中国》
等中外经典乐曲。精彩的节目为现
场观众带来一场盛大的视听盛宴，现
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普罗夫迪夫国家歌剧院交响乐

团成立于1945年，是保加利亚首都
以外最早成立的国家管弦乐团，有近
百名演奏家，曾演奏过众多大型交响
乐和歌剧作品，在欧洲、美洲、亚洲等
多地举办过多场音乐会。

音乐会由文昌市委宣传部指导，
文昌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文昌
市旅游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主办。

文昌举行“航天城之夜”新年音乐会

保加利亚乐团奏响经典乐曲

把海南传统文化请进校园
本报讯（记者杨道）日前，在海口市灵山中学

举办的2020年元旦晚会上，校方邀请了海南传统
文化八音传承人黄兹合到校，为该校师生现场演
奏八音，把海南传统文化请进了校园。

晚会分四个篇章，第二篇章为八音演奏，作品
包括《竹竿舞》《闹军坡》和琼剧戏歌《弟子规》等。
海南八音是海南本土乐器，已流传上千年。灵山
向来有传承八音的传统，把八音请进灵山中学演
奏，凸显了该校当晚晚会传承民族文化的主题。

据悉，该校每年都尝试通过晚会的形式引导
学生传承本土文化，从琼剧表演到琼剧戏歌，从竹
竿舞到八音演奏，提醒学生对海南传统文化负有
传承和发展的重任。

百余名围棋高手儋州对决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第二届“自贸区（港）
杯”全国业余围棋公开赛日前在儋州举行，来自北
京、广东、四川、浙江和海南等地的100余名围棋
高手展开对决。

比赛设公开组和名人组，其中公开组有25支
队伍参加，名人组有9支队伍参赛。著名棋手付
利、杜阳、仇丹云、唐盈等参赛。为激发本土棋手
发挥水平，组委会特设海南省内（目前在海南定居
和工作者）个人最好成绩奖，奖励前6名。

本次比赛由中国围棋协会、海南省旅游和文
化广电体育厅、儋州市政府主办。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冬天到海南打篮球太舒服了，这
里的篮球文化和氛围特别好，晚上11
点还能在户外打篮球。要是在北京，
这是不可想象的。”12月29日下午，
国内街头篮球名人吴悠在海口N次方
公园球迷见面会上说。

今年34岁的吴悠算半个海南人，
他的妻子是地道的海口姑娘。身高
1.74米的吴悠曾是NBA嘉年华扣篮大
赛和三分大赛冠军，与NBA传奇明星
克莱德·德雷克斯勒共同出演过广告
片。他速度快，控球稳，弹跳力出众，被
称为“中国街球第一人”。吴悠认为，他
之所以能保持篮球水准，和每年冬天来
海南打球有关。他说：“每年冬天来海
南的目的就是避寒打球，北京的冬天气
温低、风大，想去球场打球没人陪你玩，
球场都是空的。只有冬天来海南才打
得过瘾，买一张北京飞海口的机票，我
的‘夏天’就能在海南延续。”

海南的篮球文化氛围让吴悠也竖
起大拇指。他说海南业余篮球水平较
高，而北京是高手水平高，但“菜鸟”一
大堆。吴悠开玩笑说，海南人打篮球
最厉害的时候，就是把球鞋脱下来，赤
着脚打。

吴悠也喜欢篮球鞋，他有数不尽
的球鞋。这次在海口N次方公园展出

了上百双珍藏篮球鞋，并在球迷见面
会上分享了他的球鞋故事。这几年冬
天，吴悠多次在海口世纪公园球场和
海南篮球爱好者同场竞技。他还发现
海南有越来越多女生打篮球，“未来有
机会的话，我会考虑在海南举办女子
训练营，让更多女性篮球爱好者得到
专业训练。”吴悠说。

（本报海口12月30日讯）

国内街头篮球名人吴悠：

冬天来海南打球，太舒服了

本报讯 由陈思诚监制、柯汶利
导演的悬疑侦破类型电影《误杀》，从
12月13日上映到12月30日止已在
全国上映18天，总票房高达8亿元，
成为贺岁档最“吸金”电影，而且观众
口碑好，让今年这个较为冷清的贺岁
档出现了票房、口碑双赢的佳作。

该片由肖央、陈冲、谭卓、姜皓文
领衔主演，许文姗、张熙然主演。主
要讲述肖央饰演的网络公司小老板
李维杰和妻子带着两个女儿一起在
泰国生活，不料大女儿被人强暴，施
暴者还侵入家中，在家人反抗过程中
又被妻女失手杀死。为保护家人，李
维杰开始了和权势人物的斗智斗勇。

来自票房方面的数据显示，《误
杀》12月13日首日上映当天便获得
7666万元票房，第二天热度继续发
酵，日票房达到8008万元，之后的工
作日期间，每天票房都维持在3000
万元以上。截至12月30日，该片单
日票房仍能达到1800多万元，且仍
然排在单日票房榜亚军位置，可见其
商业上是得到市场肯定的。

从口碑上看，该片在影迷云集的

豆瓣网上评分达到7.6分，在猫眼上
获得了9.5分，可见它的观众口碑是
相当高的。

《误杀》改编自印度电影《误杀瞒
天记》和《较量》，原片情节紧凑、剧本
扎实，但有一半篇幅在叙述男主人公
的家庭生活。而《误杀》删去了大篇
幅的家庭生活，将更多比重放在案件
进展上，这使得全片的剧情更加紧
凑，节奏感更强，观赏性大大提升。

《误杀》将故事背景设定在泰国，
但片中人物主要采用中文交流，既能
满足观众对异国风情的猎奇心理，又
可以用中文母语拉近心理距离，使观
众能产生更强烈的情感共鸣。此外，
作品以泰国作为故事背景地，巧妙地
规避了敏感话题，又保留了对人性善
恶、贫富差距等问题的深入探讨，同
时覆盖了校园暴力、性侵犯、女性保
护等社会热点话题。正因如此，《误
杀》在微博上的阅读量达到了 7.9
亿，讨论量高达30多万，正是网络热
烈讨论，才鼓励更多观众自发宣传，
这样，影片也实现了用优质核心内容
来带动传播效果的目的。 （钟新）

本报讯 本片监制是创造了《唐
人街探案》系列电影的著名导演陈思
诚，他在此片中再次完成华丽转身，
从之前的演员身份出道，到完成执导
《唐人街探案》的成功转型以后，再次
在《误杀》中做起了监制的全新尝试。

本片导演柯汶利是一位马来西
亚的“80后”导演，此前并没有院线
长片的执导经验，但是有过获得奥斯
卡提名的短片《自由人》和《唐人街探

案》网剧版的导演历练，正是他与陈
思诚的合作，才在这部新电影中交出
了高分答卷。

本片中女警察局长拉韫由著名
演员陈冲扮演，而她的小女儿许文
珊扮演的影片中大女儿，更是让观
众见识了母女两人的表演功力，陈
冲已经不像过去的陈冲了，而是性格
暴戾的女人，许文珊则演出了清纯无
辜，人见人爱。 （钟新）

《误杀》背后的功臣

李维杰与妻子阿玉来泰国打拼
17年，膝下育有两个女儿，年届四十
的他靠开设网络公司为生，为人也
颇得小镇居民好感，而这一切美好

却被突如其来的不速之客打破。这
个充斥走私、贩毒活动的边陲小镇，
各种权力交织碾压公平正义。李维
杰的大女儿被督察局长的儿子强

暴，因反抗误杀了对方。李维杰曾
亲眼目睹督察局长滥用私刑，深知
法律无用，为维护女儿，捍卫家人，
李维杰埋尸掩盖一切证据，在时间
与空间的交错缝隙中，与警方在身
心层面展开了殊死较量……

《误杀》故事梗概

上映18天全国票房8亿元

《误杀》贺岁档最“吸金”

克洛普当选德国足球年度人物
据新华社柏林12月29日电（魏颀）德国权

威的足球杂志《踢球者》29日公布，利物浦主帅、
德国人克洛普当选“2019年德国足球年度人物”。

《踢球者》杂志编委会从1990年开始评选“德
国足球年度人物”。克洛普是第四位两次获此殊
荣的年度人物，他在2012年率领多特蒙德夺得德
甲联赛和德国杯双料冠军时首次获选。

现年52岁的克洛普在2019年取得执教生涯的
大丰收，他带领利物浦夺得欧冠、欧洲超级杯和世俱
杯三大冠军，并且荣膺国际足联年度最佳教练。

吴悠在海口与球迷见面。

12月30日，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高山
滑雪项目团体赛在内蒙古举行。最终，山东牵头
黑龙江队获得冠军，黑龙江队和解放军队分获第
二、三名。图为山东牵头黑龙江队选手王基森在
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任军川 摄

全国冬运会高山滑雪团体赛举行

山东牵头黑龙江队夺冠

⬆《误杀》中的李维杰和小女儿。 ➡《误杀》中的大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