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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铭记历史、致敬英雄。由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重大革命历
史题材剧《跨过鸭绿江》，12月27日晚
登陆CCTV-1黄金时间首播。

该剧由董亚春任总导演，余飞任
总编剧，唐国强、丁勇岱领衔主演，孙
维民、王志飞、刘之冰、姚刚、王挺、王
同辉、刘涛、韩栋、连奕名、赵波等实
力演员联袂出演，首次全景式、史诗
般展现了抗美援朝战争及抗美援朝
运动，展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
来、朱德、邓小平、彭德怀以及洪学
智、邓华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军事家的崇高风范，讴歌了黄
继光、邱少云、杨根思为代表的志愿
军指战员不畏强敌、英勇斗争的战斗
精神，反映了中国人民不怕难、不信
邪，团结一致的精神风貌。

以国际视野全景式
再现抗美援朝战争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
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
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
要里程碑，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
大深远的意义。

2020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
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在此之前，
展现抗美援朝的作品多为电影、纪录
片，但在电视剧荧屏上仍是空白。总
台出品的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则以
宏大的气势和格局，填补了这一空

白。该剧极具“历史美学品格”，全景
式、史诗般展现了艰苦卓绝的抗美援
朝战争和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
热情讴歌了英雄儿女，旨在弘扬抗美
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精神，展现中
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在一穷二白、百
废待兴的局势下，不畏强权霸权、敢
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重大历史事件。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立意高、
格局大、视野广，以国际视野全景式
再现抗美援朝战争，是一部展现正
义之战、精神之战、胜利之战的优秀

作品，是一次扬我国威和军威，历史
与现实风云激荡的对话。抗美援朝
战争的伟大胜利，将永远铭刻在中
华民族的史册上，永远铭刻在人类
和平、发展、进步的史册上。

500多人的美术置景
团队，子弹打了8万余发

由于该剧全景展现了抗美援朝从
最初决策到最后签订停战协议的整个
过程，整部剧调动的场景、装备、资源

都超出了同类题材作品。为了真实反
映出上甘岭战役的艰苦卓绝，数百人
的美术置景团队准备了一个多月。

剧组甚至专门建造了4架道具飞
机，9辆坦克装甲车，1000余支各类
道具枪械，重新搭建了中南海、克里
姆林宫、白宫。全体主创历时100
天，辗转北京、天津、黑龙江等5省
市。5个组同时拍摄，恢弘展现东西
两线5次战役，400多个场景，375个
有名字角色，4万多名群演，500多
人的美术置景团队，子弹打了8万余

发……《跨过鸭绿江》剧组继承了伟
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在短时间内高
水准、精制作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打赢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拍摄
攻坚战。

再现了一场场可歌可
泣、荡气回肠的战斗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
染红了它。坚守飞虎山、激战黄草
岭、血战松骨峰、寒战长津湖、上甘岭
战役 ……《跨过鸭绿江》从中央领导
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
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再现了一场场
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战斗，全面还
原了70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新中国在什么样的国际形势和国内
条件下抗美援朝的？彭德怀如何临
危受命，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
战？38军“万岁军”的称号是怎么来
的？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等志愿
军战士为什么被称为“最可爱的
人”？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是
怎么展开的？一穷二白，装备落后
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何能战胜实力
强大，武装到牙齿的美国为首“联合
国军”？《跨过鸭绿江》都将以目前抗
美援朝题材影视作品中最为详实准
确的呈现做出有力的回答。

《跨过鸭绿江》将激发观众共
鸣，增强民族自豪感和使命感，传递

“铭记历史、致敬英雄、珍爱和平”的
价值观。 （辛华） 环岛高球巡回赛

万宁神州半岛站开启
本报万城12月30日电（记者王黎刚）经过

18洞的角逐，2020海南公开赛环岛巡回赛-万宁
神州半岛站近日收杆，北京业余球手沈琪脱颖而
出，以78杆的总杆成绩夺冠，获得了海南公开赛
提供的环岛大礼包一份。

女子组总杆冠军被张丽收入囊中，整场比赛
的净杆冠军被张爱梅以74.7杆的成绩赢得，张爱
梅同时获得了赛事的最远距离奖。最近洞奖则被
男子球友王军摘得。

在此次环岛巡回赛中，主办方联合博鳌亚洲
论坛、海口观澜湖、海口三公里、三亚鹿回头、澄迈
富力红树湾、洋浦古盐田、万宁神州半岛7家岛内
球会，面向岛外消费者推出海南公开赛旅游套餐。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记者
刘阳）国家体育总局竞体司30日发布
《2020年我国运动员取得成绩报告》，
在2020年这个特殊的年份，我国运动
员共在3个项目上获得4个世界冠
军，一队一次创造1项世界纪录。

这4个世界冠军分别是：乒乓球2
个、围棋1个、国际象棋1个，其中奥
运会项目世界冠军 2 个（乒乓球 2

个）。游泳男女4×100米混合泳接力
创造了世界纪录。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运动员获
得世界冠军数达3588个，创世界纪录
达1351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运动
员获得世界冠军数已达3564个，创世
界纪录达1177次。“十三五”期间，我
国运动员获得世界冠军数461个，创
世界纪录66次。

竞体司在报告中说，2020年是一
个特殊年份，因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
蔓延，国际体育交流受到严重影响，包
括东京奥运会在内的诸多重大体育赛
事延期举办或停摆。在这一特殊背景
下，我国运动员坚持刻苦训练，不断提
升自身实力，并在少数恢复举办的国
际比赛中，顽强拼搏，取得了优异成
绩，展示了我国体育健儿的风采。

2020年，中国健儿获4个世界冠军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运动员获3588个世界冠军

《跨过鸭绿江》剧照。

经过一周的角逐，由团省委和海南日报报业
集团主办的2020年海南省青少年足球赛部队企
业组赛，近日在海口世纪公园足球场结束。海航
集团足球队技高一筹，以4战全胜的战绩夺得了
冠军。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足球队和海南核电联
队分列第2名和第3名。这3支球队也赢得了进
军总决赛的入场券。

南海气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队和海南省
农村信用社联合社队获得了体育道德风尚奖。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省青足赛部队企业组收兵

广告·热线：66810888

遗失声明
海南福兴源实业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人
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民间（海南自贸区）旅行社集团有
限公司遗失财务章、合同章、发票
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科怡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及农行银行开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J64100016129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琼海尚品空间设计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和法人
章各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王碧梅不慎遗失国家直管房屋
租赁凭证，凭证号：2759，特此声明
作废。
●云雄遗失医师资格证，资格证编
号：19989011046010019641119
8014，声明作废。

●张伟不慎遗失五指山避暑山庄

避暑二期A4栋708房收据伍张，

号 码 为 ：0009864、0009226、

0001964、0004521、0004364，声

明作废。

●海南祥隆置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合同专用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黄俊龙不慎遗失二级建造师注

册证，证号：琼246171802007，声

明作废。

●钟星不慎遗失二级建造师注册

证，证号：琼246161708713，声明

作废。

●中关村医药（海南）有限公司遗

失公司公章，现声明作废。

●洋浦金南海水产有限公司于

2020年12月10日遗失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洋浦分行开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J6410013854701，编 号:6410 －

00195375,声明作废。

●三亚海棠湾瑧美味餐饮店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

号：JY24602001879067，现声明

作废。

●王娇敏不慎遗失护士执业证，编

号：201446000580，护士资格证

书，证书编号：13397047，现声明

作废。

●中共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南一

环路非公有制企业第二联合支部

委员会遗失党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琼海石壁蒙钟和店遗失营业执

照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469002MA5RLXP71C，现 声

明作废。

公告
海南中锐（海南经济特区）建筑劳
务有限公司因股权转让和法人变
更，对变更前债权债务(包括抵押
和担保)和经济纠纷进行清理，对
于原股东和法人存续期间的债权
债务和经济纠纷持合法手续到我
公司联系登记一下事宜，以便清算
公司债权债务，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有效，逾期我司不承担任何
的法律责任。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8089801865
联系人：张龙龙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海
秀镇白水塘路15号锦地翰城二期
B区16号楼17层1701房。

注销公告
经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
陵水毛岭金属回收有限责任公司
名下陵国用（椰）第12971号《国有
土地使用证》，自公告日起废止。
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

2020年12月30日

●李昌雄不慎遗失残废军人证，编

号：琼军0001006，特此声明作废。

●肖尧、刘悦遗失坐落于定安县塔

岭新区兴安大道东侧昌茂中润温

泉水城15幢一单元16层1605房

的房屋预告登记证明，证号:琼

（2018）定 安 县 不 动 产 证 明 第

0000928号，声明作废。

●赵军不慎遗失坐落于海南乐东

县龙栖湾国际康乐度假庄园A5栋

2单元2605房不动产权证，证号

为:琼 2019 乐东县不动产权第

0005090号，现声明作废。

●廖家敏遗失中南西海岸诚意金

收据1份，金额20000元，声明作

废。

●本人张建新，不慎遗失海南恒大

美丽沙项目，1601地块-1号楼-

3105 房购房收据两张，编号:

HN3037969,HN3039364，声 明

作废。

●周婉琳不慎遗失准迁证，编号:

琼00691763，现特此声明。

●徐达春遗失道路旅客运输从业

人 员 资 格 证 一 本 ，证 号:

460029197004071034，流水号:

46000192799，声明作废。

●冯秋木遗失坐落于陵城镇城内

旧学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号：

陵国用（陵城）字第005834，特此

声明。

●林春琳不慎遗失机动车销售统

一发票注册登记联和机动车合格

证，发票代码：146001920406，发

票号码：00275104，合格证编号：

WAC365003826096，特此声明。

●海南溢粒多果业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寻找弃婴生父母公告
本人2017年9月16日早晨3点半
左右在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上农
贸菜市场捡拾到女性弃婴一名，后
取名：黄佩琳，目前年龄三岁二个
月，身体健康。请该孩子亲生父母
或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我联
系，电话：13698990152。地址：海
口市秀英区西秀镇博养村一队
140号，即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
孩子将依法安置。声明人：陈海秀，
身份证号：460104198410251308。

2020年12月29日

公告
海口龙华有柠餐饮业店：
本委受理申请人符芹、欧映洁、陆
子豪、林奇珠、李俊泉与你公司劳
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2020〕
第634-638号），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劳动仲裁申请书及证据，应诉
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限你公司
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
（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系电话:
0898- 66595571），逾期视为送
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2021年
2月4日上午9时整在本委仲裁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12月30日

海南省商业总会声明
因管理员不慎导致电子版公章流
失，特此声明如下：
一、自2020年12月31日起原电子
版公章印模作废。
以后凡是使用旧电子版公章印模，
无海南省商业总会文件编号和领
导签发存档备案的所有文件、合同
协议、各种条据的一律作废无效。
本会保留追究使用者法律责任的
权利。
二、从2021年1月1日启用海南省
商业总会新电子版公章印模。

2020年12月29日

减资公告
海南腾网科技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0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330 万
元，原债权债务不变，请债权人自
见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
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
告。联系人：万素英，联系电话：
13005029225。

减资公告
三亚悦谷贸易有限公司（9146020
0MA5T71DR7D）股东会决议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
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500万元
减少至人民币1975万元，原债权
债务不变，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
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联系人：王花朵18258829977。

减资公告
海南壹天视界科幻文化传媒有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000MA5TCYBX0E）股 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
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壹亿圆整
人民币减少至叁仟万圆整人民币，
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
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要求提供相
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海南省抗日英烈文化研究会拟向
海南省民政厅申请注销，请相关债
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会
办理相关事宜。

●符巨帝(于2020年10月5日)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460003199906076614，特此声明。

●朱红不慎遗失白沙福安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售房专用收款收据1

张原件，房号：白沙.福水安郡小区

9幢 705 房，收据编号：0001141

金额：144693 元整，特此声明作

废。

●杨丽娟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和泰花园

B11栋1510房的1张儋州福安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

原件（编号：DZ：0003068、金额：

10000元），现声明作废。

●杨丽娟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和泰花园

B11栋1510房的1张交房收款流

程表收款交接单原件（编号NO:

0010258，金额：5961元），现声明

作废。

●海南掌中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法人（孙彦林）印鉴丢失，声明作

废。

●李一凡于2020年12月29号遗

失重庆签发的居民身份证，号码：

510202198210291230，特 此 声

明。

●海南奇博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公章损坏，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黄江海餐饮店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01061962197。声明作废。

●三亚市乡镇企业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200742563638L，声 明 作

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608908509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海
口
发
行
站

市
县
代
理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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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3876071190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公告类信息：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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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10888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扫码查阅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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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购房产

求购房产
海南全省

3000-30000m2 作企业培训基地
杨先生13983099971价格面议

不限购商业办公性质，市中心白龙
南路海瀛大厦房产出售，套内面积
120.97m2，净价 108 万，电话：
17384941122

出售房产

供 求

定安福园寻找老客户
原定安福园公墓已由海南荣承接管

更名为忆庐生命文化纪念园，期盼老

客户和我们联系4000-600-992

声 明 认婴公告

12月30日，在浙
江诸暨举行的CBA第
二阶段第 25 轮比赛
中，新疆伊力特队以
103：98 战胜四川五
粮金樽队。

新华社发

CCBA第二阶段
新疆队胜四川队

铭记历史 致敬英雄
历史题材剧《跨过鸭绿江》登陆央视

世界围棋公开赛

柯洁无缘四强
据新华社南京12月30日电 第四届世界围

棋公开赛29日在江苏如皋决出四强，柯洁不敌范
廷钰，无缘在本届赛事冲击个人第九个世界冠军，
范廷钰与芈昱廷、许嘉阳、谢科携手晋级四强。

本届赛事中国棋手占据八强中的七席，八强战
中唯一一场“外战”在4月线上举行，谢科击败日本
棋手一力辽后，中国棋手已提前将冠军收入囊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