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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司申报建设的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国兴大道22号的富力首府
项目D16地块，于2015年09月15日取得《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
（许可证编号：460100201500098），规划新建2栋办公商业楼（1#、
2#楼）、1栋商住楼（3#楼）、1栋住宅楼（4#楼）及1栋幼儿园（5#
楼）。其中地上2-56层/地下3层，总建筑面积237501.82m2（其中
地上建筑面积173102.1m2/地下建筑面积64395.72m2）。为加快项
目进度，让业主早日入住，根据统一规划建设的海口市建设工程项目申
报分期竣工规划核实要求，该项目3#、4#楼已满足以下条件：1.该项目
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证号为琼（2018）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93644号，
3#、4#楼已按照批准的方案设计文本建设竣工，并已组织参建各单位完
成项目初步验收、节能专项验收。2. 3#、4#楼规划批建范围内的绿化、
道路及停车位等配套设施已按照审定的设计方案总平面图建设竣工。
3.物业用房位于3#楼二楼已建设完成。4.建成区与施工区已设置安全隔
离围挡。我司就该项目3#、4#楼申请分期竣工规划核实情况进行公示。

海南航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3日

关于海口富力首府项目D16地块3#、4#楼
分期竣工规划核实事宜的公示

徽商国际位于海口市琼山区龙昆南路，已于2020年7月27日
通过我局方案技术审查（证号：460100202000218号）。根据海口市
住建局海住建施[2020]738号，该项目采取装配式建造，可予以不超
过地上建筑面积3%奖励，现项目申请补偿建筑面积988.45平方米
及相应方案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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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至12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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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邮箱请发送到：zzgjcsg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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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城市设计科，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内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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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徽商国际装配式建筑面积补偿规划公示启事

海资规〔2020〕16204号

受委托，定于2020年12月11日10:00在本公司拍卖厅公开拍
卖：海南卫视2021年每天7:00—18:00区间广告资源。参考价：
630元/分钟；竞买保证金：1500万元。竞买人资格条件及承诺：①注
册资金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三年内无不良信用记录；②在海南卫
视2021年7:00—18:00区间投放广告总金额须不低于6500万元；③
2021年须在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五个地面频道和五个广播频率投放广告
不低于900万元。交纳竞买保证金时间：有意竞买者请于2020年12月
9日17:00前将竞买保证金汇入以下账户（户名：海南海视旅游卫视传
媒有限责任公司；账号：11001018700053026947；开户银行：建设银行
北京朝阳支行），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报名时间：请于2020年12
月10日17:00前携带有效证件到我司办理竞买手续。网址：www.
hntianyue.com；电话：0898-68555961 18508955059 李先生；地
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203期）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琼0105执4768号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赵安萍与被执行人王谢之房屋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中，执行内容为被执行人王谢之于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30日内协助办理申请执行人赵安萍将海口市秀英

区美林路8号惠远美林谷26栋301房(不动产登记号:琼[2018]

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59432号)过户登记至申请执行人赵安萍

名下。根据本案的执行内容，本院拟定将上述房产备案到申请

执行人赵安萍名下，如对上述房产权属有异议者，请在本公告刊

登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相关的证据材

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理。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2020年12月2日

宝迪花园房产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12HN0200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分别转让海口市海秀路121号宝迪
花苑综合楼711房、712房及聚宝阁202房、206房，挂牌价分别
为859230元、762027元、735681元和 1887520元。公告期：
2020年12月3日-2020年12月16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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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hainan.gov.cn/ggzy/）查
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
权交易所，电话：66558007麦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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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女士0898-
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12月3日

商铺及仓库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12HN0201

受委托，按现状对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粮食管理所仓库1、
仓库2、仓库3、仓库4及2间商铺整体打包公开招租，房产面积
共865.5平方米，租期7年，挂牌底价为3562元/月。公告期：
2020年12月3日-2020年12月16日。对竞租人的基本要求及
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海
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hainan.gov.cn/ggzy/）查
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
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07麦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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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女士
0898-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12月3日

箱式变电站组合设备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12HN0202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分别转让2个315KVA箱式及1

个125KVA箱式变电站组合设备，挂牌价分别为96686元、

119905元和52776元。公告期为：2020年12月3日至2020年

12月16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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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

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

66558007麦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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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2月3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12HN0203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分别转让琼A2683学等25辆起亚

牌小轿车，挂牌价4000元至12500元不等。公告期：2020年

12月3日至2020年12月16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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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hncq.cn）、E 交易网

（www.ejy365.com）、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zw.hainan.gov.

cn/ggz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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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26 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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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2月3日

本报海口12月2日讯（记者孙
婧）冬季的海南，一场与光影盛宴的

“约会”从未迟到。今年是海南岛国
际电影节举办的第三个年头，再一次
迎来了一大批全球优质影片。12月
2日，第三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金椰
官方推荐”影片揭晓，共有32部优质
影片。

32部电影分为剧情长片、纪录长

片和剧情短片3个类别，内容涵盖了
软科幻、家庭伦理、体育励志、战后创
伤、寻亲、养老等丰富主题。

在“金椰官方推荐”影片中，剧情
长片有12部，其中，由李现、春夏联
袂主演的剧情长片《恋曲1980》是本
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影片；纪
录长片8部，将以更多元的文化视
角、更包容的价值立场，呈现真实记

录的事件和人生；剧情短片12部，在
5分钟至15分钟的时长里，剧情短片
如何讲好一个故事，留给观众无穷回
味，值得期待。

海南日报记者梳理展映片单发
现，多数影片的制作团队是跨国阵
容，不同思维的碰撞，也许能给影迷
带来更多元和更新鲜的观影体验。

12月5日至12日期间，本届海

南岛国际电影节将展映从全球4376
部影片中精选出的189部优秀影片，
通过“金椰官方推荐”“H！Future新
人荣誉官方推荐”“八大展映单元”

“沙滩放映”及“全岛放映”五大板块
呈现给大众。

相较以往，本届电影节在选片、
展映方面的有新的探索和尝试。海
南岛国际电影节组委会有关负责人

介绍，“金椰官方推荐”与“H！Fu-
ture新人荣誉官方推荐”是今年新增
的展映单元。新增展映单元不仅展
示了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专业性和
艺术性，也将为观众推荐更多高水准
的优秀影片。

广大影迷可在淘票票平台提前
购票，相约海南，走进12月的光影
盛宴。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日程表出炉

8天举行40多场活动

本报海口 12月 2日讯 （记者孙
婧）第三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将于12
月5日至12日在三亚市举办。12月2
日，电影节官方发布了详细日程安排，
在8天时间里，将举行开幕式、电影展
映、大师班、H！Action 创投会、H！
Market市场放映、H！Market新片速
递、H！Market取景地国际推介会以
及专题论坛和闭幕式等40多场活动。《犬与狼之间》《古巴街头》

《最后一搏》《恋爱教程》《名侦探赛大爷》
《画家与贼》《火星旅行梦》
《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

第三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32部“金椰官方推荐”影片揭晓

相约光影盛宴 共享优质影片

部分“金椰官方推荐”影片介绍

金椰官方推荐影片
《诺拉与母亲》《末世遗言》《恋曲1980》
《细若蚊蚋》《蝶舞纳迪亚》《乌海》
《冲动》《林中绮谭》《晨曦将至》
《寻婴记》《间谍之妻》 《一个父亲的寻子之路》

《无事发生》《再见天堂》《拾枪惊魂》
《马俐连梦录》《思凡》《香口胶》
《水怪》《空巢》《家庭作业》
《长河落日》《河的沉默》《我很好，你呢？》

剧情长片（12部） 剧情短片（12部）纪录长片（8部）

剧情简介：20世纪八十年
代初的北京，正文和正武是一
对青春恣肆的好兄弟，正文认
识了正武的朋友毛榛，这个可
爱的女孩给他留下了深刻印
象。而后，正武在野泳中意外
溺亡，正文担负着巨大痛苦开
始了他的大学生活。在那里
他再次遇见毛榛，并结识了热
烈拥抱爱情的社会女青年谭
力力。毛榛的若即若离让正
文困惑，而谭力力的深爱也让
正文彷徨失措。在社会激越
变化的洪流中，他们将何去何
从……

剧情简介：杨华
和苗唯是一对生活
在乌海的年轻夫妇，
杨华面对家境优于
自己的妻子苗唯，甜
蜜 的 同 时 备 感 压
力。杨华与朋友合
伙的公司投资失败，
他自己也深陷各种
债务之中。在短短
2 天 之 内 ，朋 友 背
叛，债主追讨，婚姻
破裂，夜幕下的乌海
成为杨华最后的庇
护所。

剧情简介：泰坦尼克号
沉船事件中，大约有 700 名
乘客和船员幸存。大多数
人的故事被记录下来，有的
还被改编成了文学或影视
作品。然而，有一部分故事
和船一起沉入了海底，那就
是船上 8 名中国乘客的故
事。其中，有 6 人在灾难中
幸存了下来。影片在重现
他们身份的同时，也重塑人
们对于中国早期移民工人
的认知。

剧情简介：在母亲
节这天，母亲在替女儿
完成家庭作业，女儿为
母亲准备了小惊喜，父
亲在餐桌上闲谈未来
市场走向——对母亲
来说，母亲节其实和每
一天没有什么不同，所
谓惊喜也只是转瞬即
逝。母亲简单做了几
个菜，等着全家落座。
她疲惫、枯燥和被家人
忽视的日常生活，得以
精确地反映在流逝的
时间之中。

剧
情
长
片

纪
录
片

剧
情
短
片

《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 《家庭作业》《乌海》《恋曲1980》

（图为影片海报，由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组委会提供）

扫码看第三届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活动日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