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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8日讯（记者赵
优）日前，原创大型琼剧《白马泉涌》在
海南省歌舞剧院连演三场，为海南戏
迷送上丰盛文化大餐。据悉，5日为
该剧首演，吸引近千名观众观看演出，
6日、7日继续进行公开商演，大大丰
富假日期间的文化生活。

琼剧《白马泉涌》高举爱国主义旗
帜，通过海南革命烈士潘祥汉家族英
勇抗日的事迹，塑造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和海南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者形
象，奏响团结奋进时代之声，激励海南
人民继承传统革命精神，献礼海南解
放70周年、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和
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白马泉涌》在艺术创作上亮点频

现，结合地方特色进行了大胆突破创
新。该剧是琼剧创作首次取材于儋州
白马井地区潘氏家族革命斗争故事，剧
情惊心动魄，音乐旋律悲壮缠绵，首次
在琼剧中融入大段儋州调声场景和唱
腔。舞美服饰加入版画和文字印染风
格，在东方戏曲美学的写意风格基础
上，充分展现了儋州龙门激浪、古盐田、
红树林等地域特征。在表演手法上，文
戏以情动人，武戏奇招迭出，结合儋州

渔民文化进行了巧妙编排。如潘祥汉
的队伍在子弹都打光的时候，渔民扯下
随身的渔网，用娴熟的撒网技巧上演了
一出精彩的“渔网擒敌”，令人拍案叫
绝，赢得现场观众一片叫好声。观看该
剧演出后的海口戏迷谭先生激动地说：

“这台戏演得好，把儋州革命英雄潘氏
家族为家乡解放事业的舍身救国精神
写得十分感人，舞美服装很新颖，是近
年琼剧舞台一部难得的现代戏。”

据介绍，琼剧《白马泉涌》于2019
年初开始策划创作，在省旅文厅指导
下，海口市美德文琼剧演艺有限公司抓
紧抓好该剧创排工作，多次组织编剧、
导演、舞美等主创和主演人员深入儋州
市白马井地区搜集创作素材。该剧特
邀国家一级编剧林文祥担任编剧，琼剧
著名导演周冰执导，由陆铭芳、张发长、
孙磊等组成主创团队，并由该团国家二
级演员叶建宏领衔主演剧中男主角潘

祥汉，优秀青年演员林静、黄辅升、潘戴
林等扮演剧中主要角色。

海口市美德文琼剧演艺有限公司
拥有原海南省琼剧院三团的全部艺术
阵容和舞台设备，曾创作演出《木棉花
开》《青梅与王子》等一大批优秀剧目，
其中《木棉花开》获2019年度国家艺
术基金资助项目，下乡巡演深受观众
的好评，是活跃在海南城乡的一个艺
术阵容强大的民营琼剧团体。

该团负责人劳世贵表示，作为民营
琼剧团，同样肩负着传承琼剧、传播社
会正能量的责任，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琼剧《白马泉涌》接下来将
在下乡演出中进行修改提高，力争打造
成一部弘扬革命传统精神的精品剧目。

大型琼剧《白马泉涌》海口公演
将潘氏英雄家族革命事迹搬上舞台

广告·热线：66810888

迁坟通告
南渡江河口右岸海口段防洪堤达标改造工程（示范段）项目

位于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范围内，项目用地总面积为 61067.22
平方米（约合91.6亩）。项目涉及灵山镇新岛村委会大宋（一、二、
三、四）村民小组、迈雅村民小组，东平村委会林丹（一、二、三、四、
五、六）村民小组、新村（四、五、六）村民小组、麻余一村民小组，新
市村委会儒翠（南、北）村民小组，东头村委会儒房（二、三、四）村
民小组、拾桂（一、二、三）村民小组，新琼村委会北抚北、北抚南、
榕树、田上、溪边内、溪边外、下村村民小组。该项目近期内将开
发建设，凡在该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坟主，自通告之日起十五日内，
到各所属镇国土所办理迁坟登记手续，逾期按无主坟处理。

详情咨询灵山镇罗先生:13518053707
美兰区土地征收服务中心

2020年10月9日

迁坟通告
省委党校新校区东侧规划路及污水配套设施项目位于

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范围内，项目用地总面积为6314.28平

方米（约合9.47亩）。项目涉及灵山镇东湖村委会，该项目近

期内将开发建设，凡在该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坟主，自通告之

日起十五日内，到各所属镇国土所办理迁坟登记手续，逾期

按无主坟处理。

详情咨询灵山镇张先生:18889969419

美兰区土地征收服务中心

2020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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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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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买人资格及竞买要求：1、竞买人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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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申请参加挂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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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竞买。2、竞买人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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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成后，项目配
套商业建筑面积不得小于总建筑面积的10%，项目业主必须自持40%
以上的资产所有权及经营权。竞买人需在签订《成交确认书》后与万宁
市科技和工业信息产业局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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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大楼用途管制和耕保组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
厅3号窗口查询和购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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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12
日— 2020 年 11 月 6 日17：00（以竞买保证金实际到账为准）。五、竞
买保证金竞买人须按挂牌起始价全额支付竞买保证金，挂牌成交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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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1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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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
30 日 8 时 截止时间：2020 年 11 月 9 日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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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至11:30 ，下午14：30
至17：30(节假日除外)。本公告所指时间均为北京时间。八、其他需要公
告的事项：1、该地块已经达到下列净地条件：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土地
权利清晰；不存在土壤污染，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确认通水、通电、
通路等，完成土地平整，具备动工开发必须的条件；已完成地上附着物
清表，地上附着物已补偿到位，无法律经济纠纷。2、土地出让控制指标：
商务金融产业投资强度指标应为≥350万元/亩，年度产值指标应为≥
500万元/亩，年度税收指标应为≥20万元/亩。项目达产时间为签订《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3年内。以上出让指标列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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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海南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关于2019年推进装配式建筑有关工作事项的通知》（琼建科〔2019〕
137号）等文件要求，总建筑面积在5万平方米及以上或单体建筑面积
在3万平方米及以上的公共建筑应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4、竞买成交
当场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30日内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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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次挂牌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十、咨询方式：联系地址：万宁市万城镇望海大道南侧万宁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或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
0898-62217899 联系人：陈先生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
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http://www.landchina.com

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0月9日

地块编号
万让2017-
63-1号地块

地块位置
位于兴隆华侨农场六十队

西侧地段

面 积
6.5788公顷

（合98.68亩）

出让年限

40年

土地用途
商务金融
用地

规划指标
容积率≤0.6 建筑密度≤25%

绿地率≥40% 建筑限高≤15米
挂牌起始价（万元）

9053

竞买保证金（万元）

9053

白沙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白自然资让告字〔2020〕3号

经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白沙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一、出让标的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竞买。
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需按照规定提交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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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下列情形的不得参加本
次挂牌出让。(一)在白沙县行政辖区内因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并未
及时纠正的；(二)在白沙县行政辖区内存在通过恶意串通等非法手段
竞得建设用地的、竞得土地后不及时签订成交确认书或出让合同的，
或拖欠土地出让金且未及时改正的；(三)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
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录等失信主体。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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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10月19日至2020年
11月06日到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方溪路8号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查
询和购买《白沙黎族自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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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参加竞买。四、申请人可于2020年10月
19日至2020年11月06日到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方溪路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11
月06日16:00。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
的，我局将在2020年11月06日16: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五、挂牌时
间：2020年10月29日09:00至2020年11月09日16:00；挂牌地点：
海南省政府会展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地交易大厅。六、开发建
设要求（一）竞得人须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同时，
与白沙县七坊镇政府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
照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二）竞得
人在足额缴纳全部成交价款和相关税费后，依照规定程序办理用地和
土地登记手续。竞得者须从获得土地之日起半年内动工建设，宗地内
整体建设必须在两年内完成。（三）竞得人取得宗地后须按批准的规划
方案进行建设。挂牌宗地出让后，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擅自更改规划

和建设条件。因非企业原因确需调整的，必须依据相关规定的公开的
程序进行，由开发建设单位提出申请调整规划建设条件而不按期开工
的，必须收回土地使用权，重新按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土地。（四）该宗
地若实施装配式建筑，须按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进行。七、其他需要公
告的事项：(一)本次挂牌按照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竞买人报价低于底价的，挂牌不成交，由白沙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重
新组织挂牌出让。(二)本次挂牌为上述地块按现状挂牌，具体面积以产
权主管部门实际测量为准，多不退，少不补。(三)目前地块无附着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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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可以施
工。(四)该宗地拟建白沙县七坊镇自来水厂项目，根据原省国土资源厅
等六部门印发的《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文件规定，控
制指标参照我县用地标准及实际情况，约定达产时间内固定资产投资
总额不低于7900万元人民币，项目用地投资强度不低于466.49万元/
亩，达产年限为2年，以上控制指标纳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
议》内容。(五)竞得人须在成交当场签订《成交确认书》，土地出让成交
后，应在20个工作日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竞得人
交纳的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为土地出让金。竞得人从合同生效之日起60
日内付清土地出让金。挂牌出让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逾期未缴清
土地出让金，将竞买保证金转为违约金，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视为无效。八、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白沙黎族自
治县牙叉镇方溪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8号 联系人：黄女士 联系电话：
0898-27715862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
lr.hainan.gov.cn http://www.landchina.com

2020年10月9日

土地
位置

白沙县七坊镇

地块
编号

2017-BSQF-04

土地面积
（m2）

11290.12

土地
用途

公用设施用地

出让
年限
50年

容积率
R≤0.6

建筑密度
≤20%

绿地率
≥30%

建筑限高
≤12米

起始价

202万元

竞买保证金

202万元

规划指标要求

典 当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3876833603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海
口
发
行
站

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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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扫码查阅广告

●地方国营海口市乳酸食品厂（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20129

3401K）原公章破损，声明作废。

●海南联盛达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遗失一枚公章，声明作废。

●梁扬武遗失身份证，证件编号：

460004196505033819，声明作废。

●本人边曦卓不慎遗失海南恒大

美丽沙项目0602地块1号楼403

房收据，编号:HN3030301，声明

作废。

大宗货物贸易咨询服务公开选聘

咨询机构公告
项目编号：ZJ202009HN0161

现受委托，对海南海汽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汽控股”）开
展大宗货物贸易项目进行项目策
划、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及对
拟定的合作方的选择等提供专业
的咨询策划服务。咨询费用总报
价（价税合计）最高不超过12万
元，咨询机构资格条件要求具备
钢材贸易等大宗货物贸易同类项
目过往咨询经验，公告期2020年

10月 9日至2020年 10月 13日，
详情请登录www.hncq.cn查询。
联系人：孙女士66558010；李女士
66558023。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10月9日

低值易耗品公开处置公告
海南省烟草专卖局海口公司就报
废低值易耗品进行公开处置，现邀
请具有废品回收经营许可证的独
立法人资格公司或个人前来参
加。一、报废仓储、分拣物流设备
一批。二、竞买者请持有效身份证
明、营业执照复印件等在截止时间
内报名。三、报名时间截止日期:
2020年 10月 12日。四、联系电
话：邓女士18976888969。

公 告 遗 失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弘鹏新苑项目方案变更公示启事

海资规〔2020〕13089号
弘鹏新苑项目位于琼州大道东侧，属《海口市南渡江西岸片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范围，目前涉及到铺面布局调整等变更事项。经审查，
该变更方案符合规划相关技术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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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
（2020年10月9日至10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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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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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刚。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0月9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航豪庭二期C19地块加装电梯

规划审批的公示启事
海资规〔2020〕13187号

海航豪庭二期C19地块项目位于海口市龙昆南路东侧。于
2018年12月规划核实，现建设单位根据市场经营需求拟在商业裙房加
装一部观光电梯。为征询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规划公示。1、
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0年10月9日至10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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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
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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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69，联系人：杜高翔。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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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黎刚

在中秋节和国庆节8天长假期
间，我省上演多场高水平的青少年比
赛和沙滩足球赛。特别是广东梅州
客家足球俱乐部近百名12岁至16
岁的足球青少年抵达海口，和海南中
海俱乐部梯队进行多场教学赛。

10月3日至7日，“硕克杯”2020
年海南省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七人
制）在省足协裕东基地3号球场举
行，这是省足协第一次举办U7组-
U10 组小年龄段的七人制足球比
赛。省足协负责人表示，本次赛事吸
引了省内近30支青少年球队参加。
最终，中海队获得U7组、U8组、U9
组的冠军，海口巴萨蓝队和裕东队分
别赢得了U10组和U11组的冠军。

9月29日，中甲梅州客家足球俱
乐部近百名梯队球员进驻省足协裕
东基地训练。从10月3日起，中海
U12、U13、U14和 U16队分别和梅
州客家队同龄球队进行3场比赛，每
两天踢一场。休赛日，梅州队教练员

在朋友圈中晒出了在海口逛骑楼老
街、假日海滩戏水、品尝海南美食的
图片。梅州队的教练员说，在紧张的
训练和比赛之余，能和家人一起在海
口观光，这个长假没有虚度。不少梅
州队小球员的家长也随孩子一起来
海南，儿子在海口训练比赛，家长则
结伴组团岛内游。省足协负责人说，
以往长假期间裕东基地只有本省青
少年训练，这次吸引了广东梅州的青
少年球员前来训练，外省球队的到来
对促进海南足球+旅游产业的发展，
起到积极作用。

2020年海南沙滩运动嘉年华海
口站活动 10 月 1 日开始，活动设
2020全国青少年沙滩足球挑战赛、
2020海口沙滩台克球表演赛、2020
海南沙滩足球明星公开课和2020全
国沙滩足球青少年国庆训练营等系
列活动。主办方邀请了上世纪八十
年代的国脚王军来琼，和孩子们一起
踢沙滩足球。

海口市副市长凌云表示，海口是
中国足协布局发展沙滩足球运动的

重点城市，具备成为全国沙滩足球赛
事及体育旅游目的地的潜力。2019
年海口首次举办了海南沙滩运动嘉
年华活动，是促进体育和旅游融合发
展的一次积极尝试。

海南正在建设国家体育旅游示
范区，鼓励发展沙滩运动，探索体育
旅游融合。海南省旅游和文化
广电体育厅竞体处处长
刘平久表示，沙滩运动聚
焦海南滨海沙滩旅游资
源，满足了市民游客多层次、多样化
的沙滩体育和休闲旅游需求。

（本报海口10月8日讯）

踢足球 过“双节”游海南
琼粤青少年对抗赛、沙滩运动会尽现热带滨海魅力

国庆档近37亿元票房
再创佳绩

据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记者白瀛）国家
电影专资办8日发布数据显示，10月1日至7日
我国电影票房约为36.96亿元，取得中国影史国
庆档票房第二的成绩。其中《我和我的家乡》《姜
子牙》《夺冠》位列档期票房前三名。

数据显示，今年国庆档7天票房，显著高于
2017年24.12亿元、2018年19.09亿元，仅次于去
年44.66亿元。其中国产影片票房占99.72%，与
同期基本持平。7天观影人次达9298万。

票房前三名中，《我和我的家乡》票房17.26
亿元，《姜子牙》票房13.24亿元，《夺冠》票房6.10
亿元；《急先锋》《一点就到家》《八佰》《2019阅兵
盛典》等分列其后。

省国际象棋赛儋州收官
本报讯 2020年海南省第21届国际象棋等

级赛10月8日在儋州市结束。
经过两天角逐，最终周仁茁、吕鸿达、秦杨名、陈

柏睿、何双佑、黎其言、陆泉铮、陈锐睿、石翠柏、曹靖
翔、魏楚天分别获得本次比赛公开组至定级组冠军。

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海口、儋州、三亚、东方、
昌江、乐东、屯昌、五指山等市县240名优秀棋手
参加。共赛7轮，每轮每方25分钟包干，超时判
负，采用瑞士制积分电脑编排。各组录取前八名。

本次赛事由儋州市旅文局、省国际象棋协会主
办，海南弈之美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志军）

选手在海南沙滩运动嘉年华沙滩足球赛上比拼选手在海南沙滩运动嘉年华沙滩足球赛上比拼。。（（小文小文 摄摄））

⬆海南足球少
年和梅州足球少年
进行交流赛。

（小文 摄）

“郑洁杯”青少年网球比赛
泰安站收拍

据新华社济南10月8日电 由泰安市体育局
主办、中国网球协会支持的2020全国青少年网球
积分排名系列赛YONEX“郑洁杯”青少年网球比
赛泰安站8日在泰安市体育中心决出8个组别的
冠军后结束。

本次比赛吸引了全国各地258名选手参赛，
其中泰安选手有43名。在8-14岁男女共8个组
别的角逐中，8岁组男女单打冠军归属江苏常州
的王京墨和河北保定的李承妍；10岁组男女单打
冠军分别是河北保定的刘逸晨和张思嘉；12岁组
男女单打冠军是山东青岛的邵梓宸和江苏南通的
陆知遥；14岁组男女单打冠军则归属山东青岛的
张一路和山东济南的徐辰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