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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迁坟通告
桂林洋公园大道项目用地位于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演丰

镇范围内，项目用地总面积为295397.55平方米（约合443.10
亩）。项目涉及灵山镇桥东村委会分创一、分创二村民小组，灵
山村委会北侃三、美玉一、美玉二、琼庄一、二、三、四、五、六、七
村民小组，大林村委会大林一、三、四、旧市、西排、排溪、迈永村
民小组，红丰村委会龙盘上、龙盘下、北椿、北抚村民小组；项目
涉及演丰镇塔市村委会大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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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情咨询灵山镇张先生:18889969419
演丰镇符女士:65724375

海口市美兰区土地征收服务中心
2020年11月19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文昌市清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G-14地块（局部）规划控制指标修改论证技术报告》公示启事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市政府同意，我委拟按程序修改《文昌市
清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G-14地块（局部）的规划控制指标。为
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
时间：30天（2020年11月19日至2020年12月18日）。2、公示地
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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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昌市文城镇清澜开发区白金路2号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
划编制室，邮政编码：571339；（3）意见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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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128，联
系人：文字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1月19日

海南金岗地产开发总公司：
原澄迈县土地管理局与你司于1993年5月6日签订《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将位于澄迈县老城镇盈滨半岛一
宗137553.33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给你司用于项目建
设。由于你司未缴纳土地出让金，已违反了《合同》的约定。
经澄迈县人民政府同意,我局决定即日起解除与你司签订的
上述合同，合同即日起作废。请你司接到本通知书后五个工
作日内，将合同原件交回我局。

特此通知。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1月18日

解除合同通知书

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东自然资告字【2020】60号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39号），经东方市人民政府批准，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挂牌
出让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规划指标和出让控制指标

该宗地符合我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已列入我市今年建设用地供
地计划。目前该宗地土地权利清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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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净地。

二、竞买事项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属境
外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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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挂牌出让地块不接受联合竞买；必须在挂牌出让公告规定的
时间内把竞买保证金存入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指定账户（以挂牌
竞买保证金入账户时间为准）。2、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
得参加本次土地出让挂牌：（1）在东方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
为，并未及时改正的；（2）在东方市有闲置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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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在东方市范围有非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的。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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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次挂牌出让宗地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
文件）。申请人可于2020年11月19日8:30至2020年12月18日16:
00到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楼二楼权益和开发岗（或海南省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咨询和购取挂牌出让
文件，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5、交纳竞买保证
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12月18日16:00（北京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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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8日17:00（北京时间）前确认其竞买资格。6、挂牌地点：海南省政府

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地交易厅。7、挂牌始起时间为：
2020年12月11日8:30（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为：2020年12月
21日10:00（北京时间）；挂牌会现场时间为：2020年12月21日10:
00（北京时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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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
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三、宗地开发建设要求：该宗地若实施装配式建筑，应按装配式建
筑有关规定执行。

四、其他事项：1、确定竞得人后，竞得人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当场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30日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土地出让金，依法申请办理土地登记。2、土
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合同约定一
次性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应从合同生效之日起90日内付清土地出让
金；合同约定分期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分期缴纳全部土地出让金的期
限不得超过1年，首次缴纳比例不得低于全部土地出让金的60%。逾
期未付清土地出让金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依法解除合同，并由
受让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竞得人缴纳的竞买保证金自动转做出让
地块的出让金。挂牌出让金不含各种税费。3、挂牌的地块以现状土地
条件出让。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4、本
公告未尽事宜详见《东方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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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先生、陈先生；联系电话：0898-25585295、66793886；
地址：东方市二环南路4号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查询网址：
http://zw.hainan.gov.cn/ggzy/；www.landchina.com。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1月19日

地块编号

东出让2020-16号

位置

东方市八所镇工业大道西侧

面积（㎡）
59929.8

土地用途

商务金融用地

使用
年限
40年

容积率

≤2.0
建筑
密度
≤30%

绿地率

≥35%
建筑
限高

≤45米
竞买保证金

(万元)
27113

挂牌起始价
(万元)
27113

本报海口11月18日讯（记者罗
霞）18日，乌拉圭与海南有关单位签下
两份合作协议，合作推进乌拉圭足球计
划，将在海南成立乌拉圭足球俱乐部，推
进拉丁文化、教育和拍卖中心项目。

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与乌拉圭东
岸共和国体育国务秘书处、恒俊（海口
江东新区）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签
订乌拉圭足球计划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合作方将加强在竞技

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等方面的全
方位交流与合作，组织高水平竞技队
伍互访，推动乌拉圭足球教练员到海
南开展儿童和青少年足球培训工作，
在海南落实乌拉圭足球计划；推动乌
拉圭体育文化行业以乌拉圭足球馆的
形式参加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并
举办配套体育文化交流活动；恒俊（海
口江东新区）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在海南建立乌拉圭足球基地。

涂着发胶、住着别墅、抽着雪茄……这些镜头竟出现在抗日题材剧里

“偶像剧”套路用错了地方

乌拉圭与海南“牵手”
双方签约将在海南成立乌拉圭足球俱乐部

涂着发胶、住着别墅、抽着雪茄，这
样的偶像剧配置居然出现在抗日题材
剧里。日前，以“《亮剑》3”为卖点的抗
日剧《雷霆战将》被《人民日报》批评，

“‘偶像剧’套路用错了地方”。目前，该
剧已在相关视频平台下架并停播。

对历史题材做偶像化、年轻化改
编，用意是为吸引年轻人，但罔顾历史
真实、违背艺术规律，反而形成了“新套
路”。在当下影视剧中，《雷霆战将》并
不是孤例。在2020中国电视艺术创新
峰会上，不少专家、业内人士总结批评
了当下电视剧中的新套路。套路化和
当下创作中一味追求大数据、流量，忽
视真实生活体验，导致观众逐渐流失。

重在引领而非一味迎合

《雷霆战将》中，当张云龙饰演的
八路军独立团团长王云山对赖雨濛
饰演的女护士回身一笑时，人们看到
偶像剧中熟悉的一见钟情初遇套
路。战火纷飞下，高伟光饰演的川军
178师师长郭勋魁仍气定神闲地喝着
咖啡，并不忘吐槽“糖放多了”，显然

“霸道总裁”范儿上身了。
用偶像剧套路去消解“抗日神剧”

套路，这种“创新”反而会陷入更深的

“篡改历史”套路里。《人民日报》评论中
指出，今天用艺术手段再现抗日战争历
史，是为了让后世铭记历史，不忘国耻，
曾经出现的“抗日神剧”背离这一初衷，
受到广泛批评，《雷霆战将》尽管没有手
撕鬼子、手榴弹炸飞机等雷人情节，但
同样背离历史真实，难以让人欣赏。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电视
艺术交流协会名誉会长仲呈祥说，电
视剧不能只满足于养眼。“优秀的艺
术一定是通过养眼进而养心，创作者
要重在引领，而不是一味迎合。”

农村题材剧也被“套路”

“长跪不起，必定下雨”“反派死
于话多”“女扮男装永远看不出
来”……近年来，常有网友总结电视
剧各种套路，而随着电视剧产量增加
和类型逐渐多元，旧的套路还在，新
的套路又开始出现。

比如，近来被关注的农村题材也
有了套路。中国电视艺术交流协会副
会长孙泱发现，在许多农村题材剧里，
主人公初去农村时，村里往往会划分
成两大阵营，一帮先进分子和一帮调
皮捣蛋的懒汉，前者往往是被打压
的。随着主人公的到来，先进分子才

被带动起来，逐渐感动后进，这已经形成
一种套路化表达。孙泱说：“现在的农村
题材与年轻观众距离相对较远，我们要
展现农村的新面貌，但剧本、制作往往让
人物穿着的确良和解放鞋，这样的套路
化呈现很容易让年轻观众流失。”

脸谱化人物缺乏真实感

面对郭勋魁在战场喝咖啡、抽雪
茄的质疑，剧方日前回应，郭勋魁之
所以有这样的“战时操作”，一方面是
因为他乐观、淡定的大将心态，另一
方面则是他的背景和人设。“剧中郭
勋魁毕业于黄埔军校，是法国留学高

材生。一个留法的国军少将喝咖啡、
抽雪茄，既符合他的个人生活习惯和
喜好，也契合他的国军高级将官背
景。可见问题不在雪茄和咖啡，而在
环境。但即便如此，也没有硬性规定
战场上，国军将领就不能抽雪茄、喝
咖啡。”

让观众觉得尴尬和出戏的，恐怕
不是人设和环境，而是缺乏真实感。
《文艺报》艺术部主任高小立发现，许
多人在创作典型人物时会概念先行，
写到最后，就是一个模式化、脸谱化
的形象，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

（钟菡）

本报椰林11月 18日电 （记者
赵优）11月18日晚，由省委宣传部、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主办的第
17届海南省东西南北中广场文艺会
演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文化广场正式
拉开帷幕，由陵水黎族自治县牵头的
东部片区会演同步举行。

在东部片区会演活动现场，来自
陵水、琼海、万宁、定安等市县的16
支队伍参赛，2支队伍参演。开场舞

《我们都是追梦人》瞬间点燃现场，引
起观众阵阵掌声。歌曲《清清陵水
河》、曲艺《禁毒建港》、琼剧《琼剧唱
美食》、舞蹈《扇舞华彩迎自贸》等18
个节目轮番登场，精彩纷呈。

11月 19日至22日，第17届海
南省东西南北中广场文艺会演将继
续在东方、保亭、文昌、白沙举行。据
悉，进入片区会演共约80支队伍将
分别进行节目展示，由舞蹈、音乐、曲

艺、戏剧等方面的四位评委老师对参
赛队伍进行综合评分，并根据片区队
伍数量比例，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和
组织工作奖等奖项。

据介绍，东西南北中广场文艺会
演是我省群众文化品牌，自2001年
以来该会演已成功举办了16届，共
计开展广场文艺演出近百场，观众人
数达100多万，演出节目1300多个，
其中原创节目超过500个。

五大片区、80支队伍竞相角逐

海南东西南北中广场文艺会演拉开帷幕

六个城市，六大主题，一城一品一特色

海南沙滩运动嘉年华来袭
本报海口11月18日讯（记者王黎刚）由省

旅文厅主办的一年一度的2020海南沙滩运动嘉
年华又来啦。11月21日，海南沙滩运动嘉年华万
宁站将在神州半岛举行。今年的嘉年华活动将一
直持续到明年1月3日。

据组委会介绍，从今年国庆节开始，在历时3
个月的活动时间里，海口、万宁、昌江、陵水、文昌
和三亚等六个环岛滨海市县将分别推出系列沙滩
题材体育赛事活动，以“活力、极限、智慧、悦跑、欢
跃、乐活”实现“六个城市，六大主题，一城一品一
特色”活动格局，并配套开幕式、闭幕式和2020第
二届海岛沙滩运动及旅游发展高峰论坛等活动。

据了解，万宁站则围绕打造最极限的沙滩，推
出2020万宁沙滩极限运动大会主题活动，其中包
括2020万宁南海勇士沙滩障碍赛、2020万宁沙滩
攀岩体验和2020万宁冲浪训练营等系列活动。

昌江站将围绕打造最智慧的沙滩，推出2020
昌江棋子湾沙滩围棋大会主题活动，其中包括
2020棋子湾全国围棋精英沙滩联棋赛、2020棋
子湾仙侣沙滩围棋论剑、2020昌江棋子湾围棋经
典死活挑战和“同下一盘棋”等系列活动。

陵水站将围绕打造最悦跑的沙滩，12月5日—
6日在清水湾推出2020陵水沙滩企鹅跑主题活
动，包括鲸奇世界——波波星球亲子乐园、小企鹅
环保竞技场和2020陵水沙滩企鹅跑等系列活动。

文昌站将围绕打造最欢跃的沙滩，在12月中
下旬推出2020海南文昌沙滩排球节主题活动，其
中包括2020文昌第二届全国女子沙滩排球邀请
赛、2020海南省六人沙滩排球赛。

三亚站将围绕打造最乐活的沙滩，在12月下
旬推出2020海南沙滩运动三亚湾游乐园主题活
动，其中包括2020第二届13.14公里环海南岛徒
步挑战（三亚）、2020首届自由贸易港（区）沙滩跆
拳道邀请赛等系列活动。

抽雪茄，紧身
裙，这样“与时俱
进”的《雷霆战将》，
还配称抗战剧吗？

11月18日晚，海南旅游文化国际形象推广大
使吴牧野在海口举行“相约更好的海南”2020自
由贸易港音乐会。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吴牧野钢琴演奏会海口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