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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元春始风华，万象
启新朝。2020 年 1 月
11-12 日，在海南省海
口市，由北京东方生命
文化研究院黄金十年课
题组、中国老年学和老
年医学学会人力资源分

会、攻略互娱（海南）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海南攻略
文体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承办的“黄金十年大家乐”产业发展论
坛圆满落幕。

原国资委监事会、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相关领导，海南省
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海南省商务厅相关领导，海南大学体
育学院院长、华闻传媒、多位文体与娱乐领域专家及百位优秀
企业家不辞远道，共同探讨海南文体与娱乐发展机遇。

2020年海南自贸港进入关键年，政策红利密集释放，大文
娱、旅游等产业市场一触即发，正是百花齐开的好时机。

黄金十年创始人王佰玲强调，“中老年人离退休后第一个
十年”是新的生产力和消费阶层，有望形成二次人口红利期；中
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人力资源分会主任刘学民及中国发
展研究院院长王彤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中国老龄化挑战及银发
经济的巨大商机，尤其是中老年文娱市场存在大量产品和服务
空白，急需破局。

政策红利，需求迸发，只待东风吹起，燎原千里，黄金十年
大家乐应势而生。大家乐全民智力运动大赛是由攻略互娱主

办、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为指导单位的全国大型智力
运动赛事平台，覆盖18-60岁年龄层青中老年群体，全民皆宜，
寓智于乐。

但大家乐绝不只是棋牌竞技游戏，更是实现中老年人身、
心、灵健康的渠道，大文娱产业新赛道。解放军960医院副院长
孙钢少将指出，大家乐对预防老年痴呆、推进健康老龄化有着
重要意义。攻略互娱总经理周放表示，以智力赛事平台为载
体，结合文娱、旅游、养老、保险、健康等，赋能银发经济，激发各
个年龄层的黄金十年需求，形成产业融合新经济体，是黄金十
年大家乐建立的初衷和最终目的。

为践行黄金十年大家乐发展战略，创始人罗燕宣布成立
“黄金十年大家乐产业战略发展研究院”，集多方精英之力，共
建共创共享“大文娱+大健康”未来。数十位企业家一致认为，
大家乐目标群体广阔，能快速刺激消费，促进旅游业上升，优化
产业机构，实现消费升级，增加海南就业机会和税收。

同时，“2020年海南大家乐全民智力运动大赛”正式启动，
5大赛事服务商（攻略智竞、攻略智竞一号、攻略智竞二号、攻略
智竞三号、攻略智竞五号）正式获得攻略互娱授牌，全面铺网，
广泛在传统棋牌室、便利店、网吧、KTV、酒店、连锁餐饮、养老
机构、福利彩票点、医院、电台等多场景渠道布局，辐射至少2亿
以上人群，300+地级行政区、2800+县级行政区、40000+乡镇
行政区有望承办赛事，丰富各阶层、各年龄层国人精神生活，助
力大文娱产业。

2020大家乐，向下一个黄金十年出发，再攀高峰！

勇立潮头 先行先试“黄金十年大家乐”
探大文娱产业新赛道

国家开放大学（海南）海南广播电视大学

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 一所百姓身边的新型大学
学知识 强素质 拿文凭 交朋友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是省人民政府举办、省教育厅直属的全省

一所本科成人高等学校。免试入学，工作学习两不误，是成人本、

专科学历教育优选；颁发国家开放大学毕业证书，教育部电子注

册，国家承认学历，本科可授予学士学位。

开设专业类别：文史、财经、理工、旅游
◆校本部咨询电话：66211011、66115373

◆地方学院咨询电话：文昌学院 63299166，琼海学院

62819613，三亚学院88214928，东方学院25583266，儋州学院

23588485，五指山学院86623720，屯昌学习中心67831937，精英

职业学校31329729

◆校本部报名地点：海口市海甸二西路20号海南广播电视大

学远教大楼招生接待处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3月18日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解决海南ITMS+系统隐患，增加运维支撑手段，满

足业务开放要求，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

2020年 1月15日 21:30－2020年 1月15日 23:30对海南

ITMS+系统进行割接，本次版本升级不影响用户业务正常

使用。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二○年一月十五日

遗失声明
乐东海汽城乡公交客运有限公司工会

委员会遗失工会法人资格证书一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81460000MC055092X2）。

特此声明作废。

公 示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已启动征

收，现场征收编号道客B28。位于海口市道客村三里26-1号。
经我部调查、核实，该编号房屋自1998年开始建房，1999年使

用房屋第一层门面出租给租客（经营范围：小商店、快餐店、理发
店、早餐店），期间陆续更换承租方，无法取得早期营业执照，直至
2015年12月6日红城湖棚改项目启动，道客社区进行房屋拆迁导致
2016年2月停止营业。我部对该宗编号房屋认定为自改铺面，自改
铺面面积为55.58m2，经营期限自1999年至2016年2月。现对上述
基本情况进行公示，如有异议，自本公示之日起7日内向我部提出，
逾期我部将依法进行征收。

联系人：冯先生。联系电话：13208928980
联系地址：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改指挥部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2020年1月14日

(2020)琼01执11号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南仲裁委员会(2016)海仲字

第620号决书及权利人的申请，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孙跃与被执

行人海南海华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申

请执行人孙跃申请将海南海华苑房地产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口

市民生西路28号悠生海华(世纪花园)B幢11-12层1102房的所

有权及对应土地使用权转移登记到申请人名下。如对上述财产权

属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

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财产。

特此公告

二0二0年一月十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公告
海南绿城蓝湾小镇全体业主：

为保障业主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及海南省
相关规定，现将蓝湾小镇部分组团公共区域的权属进行公告：

1、我司取得的陵水黎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陵水
清水湾旅游度假区C区一期》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根据该工规
证报建内容，位于该项目内的大一期公寓1组团地下室夹层建筑
面积1644.28平米，其产权归全体业主共有，为公共配套设施；

2、我司取得的陵水黎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陵水
清水湾旅游度假区C区一期》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根据该工规
证报建内容，位于该项目内的绿城清水湾观澜苑1-8幢组团地下
室夹层建筑面积1294.98平米，其产权归全体业主共有，为公共配
套设施；

3、我司取得的陵水黎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陵水清
水湾旅游度假区C区二期高层度假公寓组团（棕榈苑）》的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根据该工规证报建内容，位于该项目内的地下室建筑
面积14824.82平米，其产权归全体业主共有，为公共配套设施；

4、我司取得的陵水黎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陵水
清水湾旅游度假区C区二期高层度假公寓组团（棕榈苑）》的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根据该工规证报建内容，位于该项目内的会所
2861.69平米（地上面积1065.37平米，地下面积1796.32平米），其
产权归全体业主共有，为公共配套设施；

5、我司取得的陵水黎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绿城
蓝湾小镇百合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根据该工规证报建内
容，位于该项目内的地下室建筑面积8003.39平米，其产权归全体
业主共有，为公共配套设施；

6、我司取得的陵水黎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绿城
蓝湾小镇百合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根据该工规证报建内
容，位于该项目内的会所356.06平米，其产权归全体业主共有，为
公共配套设施；

7、我司取得的陵水黎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绿城
蓝湾小镇三期（丹桂苑、天岚居）》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根据该
工规证报建内容，位于该项目内的地下室建筑面积8526.28平米，
其产权归全体业主共有，为公共配套设施。

以上公共区域详情信息请咨询我司生活服务部：
联系人：赵许强 联系电话：15595683789
特此公告！

海南绿城高地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1月15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佳元·江畔锦御项
目装配式建筑奖励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海南佳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海南保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陈育夫、欧花芳联合拟建的江畔.锦御项目位于海口市海瑞大桥南侧，
根据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海住建施【2019】581号），该项目
装配率满足《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GB/T51129-2016）的要求，采
用装配式建筑建造的为地面以上建筑，给予项目按不超过地上建筑面
积的3%进行奖励。经核，项目总建筑面积199520.38m2，计容面积
125221.25m2（含装配式奖励面积3581.04m2）。为广泛征求相关权
益人和公众的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
日（2020年1月15日至2月1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uk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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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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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0 ，联系人：牟妍琰。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月15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东岸钜城项目建筑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东岸钜城项目位于海口市琼山区椰海大道南侧，属《海口市府城片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K1302地块范围。本次申报项目拟建4栋地
上1-23层/地下1层的商业、住宅楼，送审方案指标符合控规。建筑退
西侧用地红线为10.15米，满足最小退线要求。为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
系人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予以规划批前公示。一、公示时间：10个工
作日（2020年1月15日至2月1日）。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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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示意见反馈方式：（一）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hksghj@haikou.gov.cn。（二）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
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
码：570311。（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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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赵浩。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月15日

关于邀请参与水资源论证报告书编制
等服务的公告

我司现需向社会公开、择优选定相关单位：1.海南海口铁炉溪省级
湿地公园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编制服务单位；2.海口市美兰区三江镇
镇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环境影响评价表、排污口论证报告编制
服务单位；3.海口江东新区迈雅河综合治理工程项目（一期）可行性研究
报告编制、设计、可行性研究阶段勘察、勘察（含测量）的招标代理服务单
位，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授权
委托书及其他相关材料到我司项目部报名了解详情，以便我司开展筛选
工作，确定拟采购对象。截止2020年1月17日下午5点30分，停止报
名，逾期不受。

联系地址：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266号海口国家高新区创业孵化
中心2单元7楼海口美丽村庄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伍工 0898-68617692

“我与万宁共成长”征文颁奖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日前，“我与万宁共成

长”征文活动颁奖仪式在万宁市文化馆举行，各奖
项获奖名单当场揭晓。

本次征文共收到应征文章400多篇，作者纷
纷以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万宁市发生的一系列巨
变为主题进行创作。最终，共评出一等奖3名，二
等奖5名，三等奖8名，优秀奖20名。颁奖仪式
上，获奖者分别获得了奖金、奖品和荣誉证书。

由万宁市委宣传部指导，万宁市旅文局主办，
海南省求是全民阅读俱乐部承办的“我与万宁共
成长”征文活动历时三个多月，参赛对象包含万宁
籍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教师学生、企业员工及
其他在万宁生活和工作的社会各阶层人士，活动
为文化万宁、书香万宁建设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万宁中学和北师大万宁附中分获组织奖。

2020年伊始，我国影视行业仍
处深度调整态势中。一方面，《我和
我的祖国》《哪吒之魔童降世》等多
类影视作品爆款迭出；另一面，各类
市场主体仍能清晰感受调整“阵
痛”。此轮调整已给影视行业带来
哪些“阵痛”？将有何种影响？又有
什么值得期待？

“阵痛”：行业都有感受
2019年以来影视行业深度调

整迹象明显，行业内都有“痛感”。
——部分艺人缺戏。记者调查

发现，不少曾片约不断的演员赋闲
在家，索性当起“带货网红”；一些

“小花”“鲜肉”艺人无戏可演，“空档
期”甚至长达1年。

——更多公司注销。2018年
上市影视企业股价暴跌、资本抽离
更使行业“雪上加霜”。天眼查数据
显示，2019年共有超3228家名称及
主营业务涵盖“影视”的公司注销，
远高于2018年的1946家。

此外，项目普遍缺钱，以前投资
动辄上亿元，2019年超过5000万
的都不多。剧集明显减量，《中国电
视剧风向标报告》显示，横店影视城
的开机率同比直降45%。

“暖意”：国产片更自信
位列2019年中国内地票房前

十的电影中，有8部是国产片。其
中，80后导演饺子的《哪吒之魔童降
世》以50.01亿元票房拔得头筹。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尹
鸿认为，当前中国影视市场正在发
生结构性变化，国产片更加“暖意”而
自信，不再“谈好莱坞色变”，《庆余

年》《唐人街探案》等网剧，也给观众
带来了新的观看体验。过去的“口碑
与票房倒挂”“谁有名谁卖座”情形少
了，观众选择更趋理性。

“期待”：爆款或已在路上
多名专家和业内人士认为，要

解决相关问题，推进以“内容为王、
精品创作”为目标的行业转型是关
键抓手，当前正是最好时机。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孙
佳山说，2020年影视行业将涌现出
更多源于现实生活、紧扣时代脉搏
的现实主义题材精品力作，在紧抓
当下热点的同时，输出更具广泛意
义的价值观。越来越多从业者正在
回归现实主义题材内容创作，脚踏
实地打磨作品。

记者张漫子 段菁菁 赵旭
（据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本报海口1月14日讯（记者王黎
刚）1月14日，“碧桂园杯”2020年第十
四届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以
下简称环岛赛）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
行。会议发布了2020年环岛赛比赛
线路图，确定今年赛事主办城市为儋
州市，总冠名赞助商为碧桂园海南区
域，并和官方合作伙伴举行签约仪式。

本届环岛赛是该项赛事从洲际

2.HC晋级国际自行车联盟（以下简称
国际自盟）职业系列赛后的首届赛
事，定于2月23日至3月1日举行，
起、终点均设在儋州市。本届环岛赛
历时8天，设8个赛段，呈顺时针形态
行进，途经海南15个市县（除三沙、文
昌、乐东和洋浦经济开发区），总里程
1190.7公里。由1个平路赛段、3个丘
陵赛段及4个山路赛段组成，总体安排

秉承从易到难的设计思路，全程共设
置16个途中冲刺点和14个爬坡点。

赛队邀请方面，本届环岛赛共有
50多支职业自行车队报名，组委会根
据赛队级别和竞技水平高低，目前已
确认20支队伍参赛，其中包含1支国
际自盟世界车队、7支国际自盟职业
车队、12支国际自盟洲际车队。

本届环岛赛是国际自盟职业系列

赛在中国的首场比赛，前十三届环岛
赛都在10月至11月举行，第十四届
环岛赛首次将时间改为2月至3月举
行。本届赛事最大亮点是创新电视转
播模式，转播将开创“央视+海南卫
视+欧洲体育”全程全球直播的新模
式，由海南卫视作为主播媒体，对赛事
前、中、后期展开更大范围、更深层次
宣传报道。境内，央视5套、央视5+、

海南卫视将对全部8个赛段进行现场
直播，连续8天每天直播2小时。境
外，与欧洲体育达成直播合作，预计电
视信号将覆盖亚洲、欧洲、美洲、大洋
洲、非洲等186个国家和地区。

本届环岛赛由国家体育总局和海
南省政府共同主办，中国自行车运动
协会、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儋州市政府共同承办。

中央芭蕾舞团芭蕾舞剧
《鹤魂》海口上演
曼妙舞姿描绘人与自然和谐画卷

本报海口1月14日讯（记者尤梦瑜）1月13
日、14日两晚，2020年精品剧目惠民演出系列活
动——由中央芭蕾舞团创排的现代题材芭蕾舞剧
《鹤魂》在海南省歌舞剧院上演，这部高水准的芭
蕾舞剧为海南观众送来了高雅艺术的享受。

《鹤魂》讲述的是出身养鹤世家的梦娟爱鹤、护
鹤、救鹤的动人故事。梦娟一心求学，专心研鹤，立
志护鹤一生。养鹤生活虽艰苦，却能体会到追求理
想的欢乐与生命的意义。但一场突袭而来的暴风雨
打破了平静，为了救鹤，梦娟付出了年轻的生命。该
剧以护鹤英雄徐秀娟的真实故事为原型，通过芭蕾
艺术化的语汇展现了一段人与鹤和谐共处的难舍
情缘，讲述了大爱无疆、生命无价的博大情怀。

演出伊始，一段记录中芭创作团队采风经历
的视频让观众了解了这部舞剧背后的故事。该剧
从林业大学的毕业舞会到茫茫苇荡间，女主角梦娟
以芭蕾之美诠释对丹顶鹤的款款深情。舞台上，演
员在脚尖旋转、舞动中，化身纤细的丹顶鹤，传神地
演绎出丹顶鹤的高傲之姿。该剧2007年开始酝
酿，历经7年时间，最终于2015年9月在京首演。
该剧曾赴德国汉堡等国际舞台演出，以芭蕾舞这样
的国际语汇，在世界舞台讲述中国故事。

中央芭蕾舞团团长冯英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海南拥有优质的生态环境，一到冬天，这里就会
栖息着大量珍稀鸟类。这部舞剧来海南演出，也
恰恰契合海南的冬日‘气质’，很有意义。”过去10
年来，中芭多次来海南参与惠民演出，在海口、琼
海、临高等多个市县留下足迹。冯英说，作为芭蕾
舞人，她非常高兴通过惠民演出的方式让芭蕾艺
术走近大众，让大众近距离感受芭蕾艺术。

晋级国际自盟职业赛后首个赛事

环岛国际自行车赛2月23日发车

影视行业深度调整

你等的爆款可能已在路上本报金江1月14日电（记者余
小艳 通讯员王家专 叶上荣）1月14
日，澄迈县富力·红树湾举办2020湾
节嘉年华活动，万余名业主和游客共
庆富力·红树湾十周年。

当天上午，富力·红树湾社区学校
康悦学院带来的歌舞表演《欢天喜地》
拉开活动序幕。随后，康悦学院学员
组成的19个方阵盛装打扮，从销售中
心一路巡游到红树湾湿地公园。从汉
服到旗袍，再到现代服饰……盛装表
演吸引了路旁观看的群众纷纷拿起手
机拍照、录像。

下午2时，红树湾集市开集。现
场设年货集市、海洋文化集市、海外集
市三个区域。南北方年货、春节饰品、
马来西亚和柬埔寨两地美食特产等琳
琅满目，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淘货。同
时，富力·红树湾东坡书堂开设文化艺
术展览，展出十年红树湾时光变迁摄
影作品和康悦学院成员书画作品。

“以前我没什么特长，现在在红树
湾社区学校学会了跳舞、画画、打乒乓
球，还连续两届在嘉年华上表演节目
呢。”来自湖南的“候鸟”陈灿华说，为
了这次嘉年华，她与康悦学院的学员
们准备了两个多月，当天表演了小品、
模特走秀、舞蹈表演。

富力·红树湾相关负责人表示，澄
迈是世界长寿之乡，聚集了众多“候
鸟”人才，通过举办此活动，给“候鸟”
人才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文化享受。

澄迈富力·红树湾
举办湾节嘉年华

新华调查

《我和我的祖国》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