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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由我司对下列资产进行公开拍卖：1、海口市海甸五路颐

海园小区A座10层1001房（专有建筑面积：121.43平方米，证号：琼
（2019）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78921号）及颐海园小区地下车库1（建
筑面积1909.96平方米，证号：琼（2019）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78658
号）；参考价：366万元人民币，竞买保证金：30万元人民币。2、价值
62.2644万元人民币的澄迈县换地权益书一本；参考价：45万元人民
币，竞买保证金：5万元人民币。

现将拍卖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20年1月15日下午15
时。2、拍卖地点：海口市义龙西路36号钟山大厦A座302房。3、标
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0年1月14日
17：00时止。4、报名地点：海口市义龙西路36号钟山大厦A座3
楼。5、缴纳保证金时间：以2020年1月14日12：00前到账为准。6、
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开户行：工
行海口义龙支行；账号：2201 0208 0920 0042 968。7、缴款用途处
须填明：20200115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纳）。8、标
的情况说明：标的按现状进行净价拍卖，过户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
理，相关税、费由买受人全部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66533938；18689521478

根据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洋浦万兴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10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将其对本公告清单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
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担保债权、
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及转让方已经缴纳的诉讼费、保全费、为实
现债权而产生的费用等），以及相应民事判决书以及民事裁定书
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洋浦万兴投资有限公司。现海南联
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洋浦万兴投资有限公司特将债权转让事
宜公告通知各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义务人。

洋浦万兴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清单所列债权及附属权利的受
让方，现公告要求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义务人，从公告之日起立
即向洋浦万兴投资有限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或法院判决所确
定的义务(若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
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洋浦万兴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7日

序号

1

2

3

债务人名称

海南海宇锡板
工业有限公司

海南海协镀锡
原板有限责任
公司

海南海外通讯
技术发展公司

金额

本金

154,200,000.00

30,000,000.00
11,500,000.00
8,500,000.00
30,000,000.00

72,928,000.00

66,079,961.18

6,999,625.52

15,210,000.00

2,514,986.00

利息

根据原借款合同约定
或人民法院判决计算

根据原借款合同约定
或人民法院判决计算

根据原借款合同约定
或人民法院判决计算

诉讼费以及保
全费

1,320,924.80

935,453.09

担保情况

担保方式

抵押

抵押及连
带责任保
证

抵押及连
带责任保
证

抵押及连
带责任保
证

担保人

海南海协镀锡
原板有限责任
公司、中色海
南有色金属工
业有限公司

抵押人：海南
海协镀锡原板
有 限 责 任 公
司；连带责任
保证人：中色
海南有色金属
工 业 有 限 公
司、中色资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鑫达金银
开发中心、北
京鑫泉科贸有
限公司

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名称、编号

琼交银（营业部）2017年重组贷字第HY001号的《流
动资金借款合同》，海南海协镀锡原板有限责任公司
与我行签订琼交银（营业部）2017年抵字第HX001
号的《抵押合同》、中色海南有色金属工业有限公司与
我行签订琼交银（营业部）2017年抵字第ZS001号的
《抵押合同》

琼交银（营业部）2012年固贷字第0004号《固定资产
贷款合同》，琼交银（营业部）2017 年固贷补字第
HX001号的《补充协议》,琼交银（营业部）2012年最
抵（非额度）字第0002号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琼交
银（营业部）2012年最保（非额度）字第0006号、第
0007号、第0008号、第0009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琼交银（营业部）2012年固贷字第0005号《固定资产
贷款合同》，琼交银（营业部）2017 年固贷补字第
HX001号的《补充协议》,琼交银（营业部）2012年最
抵（非额度）字第0002号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琼交
银（营业部）2012年最保（非额度）字第0006号、第
0007号、第0008号、第0009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琼交银（营业部）2017年重组贷字第HX001号）《流
动资金借款合同》，琼交银（营业部）2017年重组抵字
第HX001号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琼交银（营业部）
2012年最保（非额度）字第0006号、第0007号、第
0008号、第0009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琼交银
（营业部）2017 年重组保字第 ZSHN001 号、第
ZSZC001号、第XD001号的《保证合同》。
琼交银（营业部）2017年重组贷字第HX002号）《流动
资金借款合同》，琼交银（营业部）2017年重组抵字第
HX002号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琼交银（营业部）2012
年最保（非额度）字第0006号、第0007号、第0008号、
第0009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琼交银（营业部）
2017年重组保字第ZSHN002号、第ZSZC002号、第
XD002号、第XQ001号的《保证合同》。

依据（1996）海中法执字第351-5号《民事裁定书》。

注：1.对海南海宇锡板工业有限公司以及海南海协镀锡原板有限责任公司债权本息依据主债权合同进行计算。
2.债权基准日为2019年8月30日。

单位:人民币· 元

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洋浦万兴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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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青少年足球赛开踢
本报海口1月1日讯（记者王黎刚）由海口

市旅文局和海口市体校主办的第二届海口市“体
校杯”青少年足球赛1月1日在海口世纪公园球场
开踢，28支青少年足球队近500名球员参赛。

据介绍，与去年不同的是，今年的“体校杯”在
年龄组别上有变化，将U10、U12两个组别改为
U10、U14。去年的U10、U12都针对小学，今年
分为U10和U14，分别针对小学和初中，范围更
广，可让更多学生参与，关注度也相应提高。

本届比赛的U10组分3个小组，U14组分两
个小组。小组赛均采用单循环赛制，第二阶段采
用8强淘汰赛制，最终决出冠军。U10组采用五
人制，U14组采用十一人制。

英超无悬念，比赛有看头
■ 冯巍

2019年最后两轮英超比赛，积分榜首的利物
浦继客场4：0大胜排名第二的莱斯特城两天后，
又在主场1：0小胜排名第七的狼队，在少赛一场
的情况下，利物浦积分比莱斯特城还多13分，这
说明，利物浦夺得新赛季英超冠军已几无悬念。

夺冠悬念虽没了，但比赛也许更有看头。
一是上赛季第一梯队暂时落后者肯定不甘人

后，他们会奋起直追。如上赛季最终排名第四、第
五位的热刺、阿森纳，新赛季过半却只分列第六、
第十二位，他们肯定会在后面比赛中使出浑身解
数，比赛因而会更精彩。

二是现已跻身第一梯队的后起之秀会拼命
“保位”，如上赛季排名第九的莱斯特城，目前处于
积分榜第二高位，他们肯定会竭尽全力“保位”。
同样，几度浮沉的“升班马”谢菲联队，一返回英超
就把排名升到第八。无疑，这些球队的拼劲不可
小觑，会刺激本赛季后半段英超更加白热化。

从前两名看，利物浦19战18胜1平，没输过。
莱斯特城20战13胜3平4负，想赶超难度不小。

1月3日，利物浦将战谢菲联，胜负应该没有
悬念。我们是否该把目光放到以谢菲联为代表的
后起之秀身上？或许，精彩就在他们脚下绽放。

大侃台

谭盾海口畅谈新作《敦煌·慈悲颂》创作历程

耳“听”敦煌壁画 心“奏”天籁妙音

本报三亚1月1日电（记者李艳
玫）2019年12月31日，第三届三亚
国际音乐节在三亚海棠湾开幕，来自
世界各地的顶级DJ、音乐人联袂出
演，让国内外乐迷尽享电音魅力。

动感的舞曲、奇幻的灯光、绚丽的
舞台、激情的表演……在音乐节表演
现场，50余名艺人轮番登场，数万名
乐迷随着音乐节奏起舞、挥手、呐喊，
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既享受电音的
魅力，又感受三亚滨海城市风情。“三
亚国际音乐节太赞了，不仅能一睹世
界顶级DJ的风采，还能与世界各地乐

迷汇聚一堂迎接新年到来。”专程从杭
州来参加三亚国际音乐节的乐迷张小
磊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今年的三亚国际音乐节首次提
出日出舞台概念，每日长达13个小
时的表演，让电音狂欢不停歇。在舞
台设计上，今年打造了科技感十足的
舞台，闭环的声场与灯光效果，给乐
迷带来了沉浸式的体验。

“今年最大的亮点是沉浸式舞台
和炫酷烟火秀、无人机表演、定制舞
台秀的融合，将电音与艺术结合，让
乐迷感受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碰撞。”

主办方有关负责人介绍，本届音乐节
延续“爱”的主题，叙述“机械森林-D
星球”“探秘之旅”“时空之门”“重获
新生”四大故事主线。

以文化为纽带，提升鹿城名气。
近年来，三亚举办了海南岛国际电影
节、海南岛国际图书（旅游）博览会、
三亚国际音乐节、三亚国际文化产业
博览交易会等文化艺术活动，打造文
化名片，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

本届三亚国际音乐节持续至1
月2日。

海口上演两台跨年演艺
本报海口1月1日讯（记者王黎刚）为助力

海口跨年旅游消费活动，“2019年—2020年海口
城乡跨年狂欢夜”和“望海国际跨年迎新晚会”于
2019年12月31日分别在海口秀英区书场村和望
海国际商业广场上演。

城乡跨年狂欢夜集结琼剧、腰鼓、少儿朗诵、武
术、杂技、魔术、镜面舞等文艺演出，同时设计了狂
欢夜购等环节，凸显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

望海国际跨年迎新晚会设有美女打碟、炫酷
镜面舞、美丽新世界、广场集体舞、抖音神曲、魔
术、杂技等节目，把时尚和传统风格融为一炉。

本报三亚1月1日电（记者徐慧
玲）2020 年新年第一天，海南首个

“360光影馆”——“天涯深海秘境”光
影创意馆在天涯海角游览区开馆，吸
引众多游客进馆参观体验。

据介绍，该光影创意馆是三亚市
天涯海角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和海南天
科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开发的高科
技文旅沉浸式体验项目，采用光影互
动、全息投影、VR/AR/MR 影视制
作、原创动感特效以及360°光影播
放控制等软件、硬件和片源技术，历时
2年完成，是海南首个“360光影馆”。

从馆外看，该馆如同一块巨大的
蓝色礁石伫立在婆娑的椰林中，顶上
一只鲨鱼鱼跃而出，造型十分醒目。

馆内，以“穿越马里亚纳海沟”为故事
主线，包含“生命之歌”“爱之旅行”“狂
风暴雨”“错觉世界”“奇幻漂流”以及
360°环幕剧场等9个子项目，为观众
还原了万米深海下的神奇世界。

三亚举行第三届国际音乐节

乐迷云集鹿城感受电音魅力
“360光影馆”三亚迎客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提到音乐，谭盾堪称中国名
片。2019年12月31日至2020年1
月1日，谭盾携新作《敦煌·慈悲颂》
亮相海口湾演艺中心。富于东方哲
学和禅意之美的作品，加上西方交
响乐团联袂中国乐团完美的演绎，
为海南观众献上了一场跨越国界的
音乐盛宴。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谭盾畅谈
了他的创作历程。他表示，创作《敦
煌·慈悲颂》的初衷，是想让千年古
画穿越到今天的舞台上，让世界

“听”到音乐版的敦煌壁画。

走遍世界寻觅敦煌瑰宝

《卧虎藏龙》《英雄》《夜宴》武
侠电影三部曲，《天地人》《离骚》
《秦始皇》《风雅颂》《马可·波
罗》……谭盾创作了很多闻名中外
的经典音乐作品。在他看来，《敦
煌·慈悲颂》是自己“一生中最重要
的作品”。

6年前，谭盾应敦煌研究院和敦
煌基金会邀请，参观敦煌莫高窟，他
当即被敦煌壁画所展现出来的慈悲
心怀和祥和宁静所感动，更被敦煌
壁画中所记载的数百种乐器以及大
乐队的演奏形式震撼。

谭盾说，过去他曾是一个“愤
青”，搞过很多前卫的实验音乐。现
在的他，觉得自己应该要为未来留
下点什么。就像先人留下了敦煌，
借敦煌与我们交谈，他想用科技和
音乐，把古老的敦煌以及现代文明
传承到未来。“在遥远的未来，只要
《敦煌·慈悲颂》响起，我就还在。生

命是无限的，《敦煌·慈悲颂》反映了
我活着的理想。”

敦煌乐谱在历史学、音乐学中
地位非常重要。余秋雨散文《道士
塔》就曾提到，这些乐谱当年被王道
士发现，便宜卖给了当地的考古学
家。如今散落在世界各地，在大英
博物馆、法国巴黎博物馆、日本奈良
博物馆都有大量收藏。

“我很想看一看它们，哪怕是可
以闻一闻、摸一摸都好啊！”谭盾说，
为了寻找这些散佚的乐谱，6年中，
他走遍世界，饱览数以万计的敦煌
瑰宝。“有一天，在大英博物馆，我看
到了来自唐代的全本《心经》。我闻
到它的气味，想到曾经触摸过它的
人，眼泪止不住就流了下来。我在
拿着这些乐谱时，仿佛自然而然地
听到声音流淌了出来，它们，便成了
我作品中的一部分。”

再现传说中的反弹琵琶

敦煌的每一幅壁画都是画中人
的经历，承载着整个家族的信仰、慈
悲和对未来的祈愿。谭盾花了3年的
时间去研究它们，最终在几千幅壁画
中选定了6幅：《菩提树下》《九色鹿》
《千手千眼》《禅园》《心经》《涅槃》。

“每一幅画都代表着一种含义，
用这种方式流淌成了一条中华文化
的河。”谭盾说。

有了古乐，还需合适的乐器来
演奏。“我发现，这些音乐一定要用
壁画里的乐器才能演奏得出来。”为
了研制敦煌古乐器，谭盾又深入到
中国各地，向古乐器制作匠人取
经。他还东渡日本，向家传有长安
琵琶的匠人后代学习制作技法。最

终，他依照敦煌壁画中的画面，复原
了反弹琵琶、奚琴等古乐器，并将中
国传统乐器钵、木鱼、引罄等穿插在
新作中。

采访中，谭盾还特别介绍了他
是如何让敦煌莫高窟最经典的艺术
形象——反弹琵笆在舞台上“活”起
来的。

“因为太重，实际上要拿着琵
琶去跳舞，是不可能的。为了减轻
琵琶的重量，我们去云南种葫芦。
很难种，要施肥、管养。种了一片
葫芦之后留几个最大的，真的是如
获至宝。”谭盾说，这样做出来的琵
琶只有一斤重，既可儒雅地弹奏音
乐，又能自如地展现敦煌壁画中的
飞天舞姿。

爱上海口只用了7秒钟

《敦煌·慈悲颂》在德国、澳大利
亚、美国和中国的西安、敦煌、长沙、
青岛等地演出都获得极大成功。
2019年 12月 31日晚，海口的这场
演出也为现场观众带来了跟随乐曲
畅游丝绸之路的难忘体验。演出结
束后，全场观众起立，向来自中国和
西方多国的音乐大师们致敬，雷鸣
般的鼓掌和欢呼长达15分钟。

“爱上海口，我只花了7秒钟。”

谭盾和海口的渊源可以追溯到35年
前，他说：“当时为一部叫《海滩》的
电影写主题曲，所以一定要来看海，
一看就爱上海口。”

“送别 2019，迎来 2020，在海
口崭新的剧院里演奏这部新作具
有特别的意义，希望能为海南观
众带来吉祥如意。”谭盾说，新年
之际，他来海口分享《敦煌·慈悲
颂》是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带上
这份幸福，他怀揣着对中国传统
文化、敦煌壁画和中国音乐
的感恩，看到越来越多的
人对祖辈留下的遗产
进行保护，这使他十

分欣慰。“相信聆听《敦煌·慈悲
颂》后，会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非
常幸运，因为我们的祖祖辈辈都
是善良与慈悲的。”谭盾说。

（本报海口1月1日讯）

1月1日，游客在“天涯深海秘境”
光影创意馆参观体验。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范勇 摄

谭盾在海口指挥新作
《敦煌·慈悲颂》演出。

黄一冰 摄

白沙男篮公开赛打响
本报牙叉1月1日电（记者曾毓慧 通讯员

符妙瑾 黄立华）1月1日上午，2020年“白沙杯”
男子篮球公开赛在白沙黎族自治县文体中心打
响，14支队伍共200余名运动员参赛。

揭幕战由海南金星海象对阵澄迈永发镇，最
终金星海象以106:65战胜澄迈永发镇。此次比
赛自1月1日至1月4日进行，分两个阶段，由四
个小组各组前两名进入第二阶段八强淘汰赛。

比赛由白沙黎族自治县政府、省体育总会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