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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评定公布36处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据新华社电 根据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
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发展报告》，截至今年
8月，国家文物局已评定公布20个省（区、市）
的36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总面积达61万公
顷；另有 24个省（区、市）的 67处考古遗址公
园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报告说，2017年，国家文物局组织开展
了第一批、第二批共24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评估工作，评估时段为 2014年至 2016年。评
估结果显示，这些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共接待
游客累计超过8000万人次，其中免费接待近
4472万人次，公共文化服务功能和公益性特
色突出。

报告显示，在注重遗址价值阐释的同
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积极融入当地社会生
活，成为城市文化地标和市民休闲活动场
所。16处公园建设了遗址保护展示设施，21
处公园建设了遗址博物馆，一些公园还根据
自身特点设立了不同主题的参与性体验馆。

此外，22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开展面向
青少年的公众考古活动，公众考古进校园、
考古发掘现场参观、考古夏令营、移动课堂
等形式的活动广受各界好评。

小说《风声》举办国
际版权发布会

5个语种版权
归属已经确定

据新华社电 中国作家麦家的小说《风
声》9日晚在法兰克福书展举办国际版权发
布会，包括英语、意大利语在内的5个语种的
版权归属已确定。

当晚，来自英、美、法20多个国家的近百
位出版商踊跃参与洽谈，英语、意大利语、葡
萄牙语、土耳其语和芬兰语 5个语种版权尘
埃落定，其中英文版权被曾出版刘慈欣科幻
小说《三体》的英国宙斯之首出版社购买。此
外，德语、西班牙语、法语、荷兰语、希伯来
语、罗马尼亚语、韩语等十余个语种版权也
初步达成意向。

宙斯之首出版总监劳拉·帕尔默说：“我
的同事已经成功用中国的《三体》打造出一
个科幻市场，我擅长的是间谍悬疑类小说，
很幸运我等到了麦家的《风声》。”

2014年，麦家小说《解密》推出英文版，
成为首部收入“企鹅经典文库”的中国当代
小说。迄今，《解密》已被译成法语、德语、西
班牙语、希伯来语等 33种语言在海外出版，
受到读者和媒体的广泛好评。小说《解密》的
风行让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开始关注“麦家”
这个中国作家的名字。

作为中国当代著名小说家，麦家创作了
《解密》《暗算》《风声》《刀尖》等多部小说，其
中《暗算》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本报讯（记者 梁东麒 见习
生 陈伟祺）还记得凭借原创歌曲
《这里》唱红中山的青年梁凯政
吗？截至 11日上午，中山青年梁
凯政推出的原创歌曲《爱延续》在
新华社客户端转载的阅读量已超
过55万，并继续以惊人的速度上
涨。

《爱延续》首发于“沙溪发布”
公众号，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梁凯
政告诉记者，“心情很激动，没想
到家乡的人民这么支持我。当初
写好了这首歌之后就发到了自己
的朋友圈上，在身边的朋友、同事
中小范围传播。后来沙溪发布的
工作人员联系到我，并发布了歌
曲的MV。”

对于《爱延续》转载到新华网

并且阅读量超过55万一事，作者
本人直呼出人意料。“我之前写过
几个作品，但远远没有这个效果，
十分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没
想到这种正能量题材的作品也这
么受欢迎。55万的阅读量对我而
言是巨大的肯定和鼓励，我会继
续坚持创作本土正能量歌曲，尽
我所能向大家传递更多的爱心。”

《爱延续》的题材与公益有
关。谈及创作初衷，作者梁凯政动
容地说道：“我已经为志愿事业服
务了 8年，去年正式注册成为一
名志愿者。我十分熟悉一线志愿
者的工作，和他们一起经历过很
多感人的时刻，每每回忆起来，眼
眶都不禁发红。于是我萌发了创
作一首关于公益歌曲的想法。”

梁凯政对记者说，他创作的
本心是为了传递一种信息，希望
能号召更多的人行动起来，“我们
常听到一句话叫‘赠人玫瑰,手有
余香’,但只有亲身从事这份工作
后,才能真正体会到帮助别人的
快乐。我决定写这首歌是想把这
种助人为乐的精神传递出去，希
望能通过歌声鼓励大家积极行
善，把爱不断延续。”

热爱音乐的中山青年梁凯政
至今已出了三首原创歌曲，从写
词作曲，到演唱，再到MV制作，
整个创作过程依旧由梁凯政一手
包办，“整个过程大概花费了三、
四个月吧，平常还要兼顾工作，所
以一般都是下班回家后才有时间
创作，一点一滴的慢慢做起。”

据新华社电 作为第 21
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开幕演
出，“新国剧”《霸王别姬》将
于 12日晚登陆保利剧院。该
剧将多媒体、现代舞、西洋乐
融入戏曲，由旅美华人导演
陈士争执导，梨园名角杨赤、
丁晓君主演，指挥家胡炳旭
执棒，并由德美英意等国家
创作者联合制作。

据介绍，舞台上将有十

位琵琶演奏家环坐，演奏根
据琵琶名曲《十面埋伏》当中
部分动机重新创作的乐段，
同时十面琵琶和打击乐大鼓
和京剧锣鼓相结合，表现磅
礴的战争场面。

“表现主义元素并非标
新立异，而是服务于故事内
涵的有机呈现，进而重新讲
述这个两千多年前的英雄悲
歌和爱情故事。”陈士争说。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指挥
家，胡炳旭曾参加交响乐《沙家
浜》及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
《杜鹃山》的创编和排演，其对
交响乐队与民族器乐和声腔的
结合，在中国戏曲史上有着重
要的开创意义。“《霸王别姬》剧
情家喻户晓，但此次导演在保
留了传统的同时将音乐变成情
节的一部分,为观众呈现全新
的演出效果。”他说。

剧中霸王的饰演者、京剧
袁派表演艺术家杨赤说，本次
演出希望在表现人物情感方
面对京剧的表现力有所突破；
虞姬的扮演者、京剧表演艺术
家杜近芳的入室弟子丁晓君
说，希望抓住霸王别姬的“情”
字，展现京剧艺术的美。

据介绍，本届北京国际
音乐节将于 10月 12日至 26
日举行，包括21场演出。

据新华社电 2018 北京电
视节目交易会（秋季）10日在北
京会议中心启幕。从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公布的“庆祝改革开
放 40周年重点推荐电视剧”片
单中精选的十部剧作逐一亮
相，生动展现了我国改革开放
40年来的丰硕成果。

北京电视节目交易会已成
为推动电视节目成果展示、交流
交易、产业发展的行业平台。据主
办方介绍，本届交易会聚焦电视
文艺的高质量发展，共收集参展
节目近1200部，约56700集，吸引
国内外电视节目制作机构及相关
产业机构的参会人员近4000人。

在新剧发布会上，电视剧
《启航》《一号文件》《那座城这
家人》《面向大海》等剧作主创
分享了台前幕后的创作故事，
与观众共同体味了40年来我国
社会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巨大变
迁。电视剧《启航》以“城市发
展”为主题，讲述了某市新任市

委书记克服万难进行产业优化
升级，引领该市走上全新发展
之路的故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
征与现实意义。电视剧《一号文
件》则讲述了一个村三代人的奋
斗历程，真实还原改革开放40年
中农村的发展变化，体现了中国
农村的发展与农业的革新。

据新华社电 首届名家传
戏——当代地方戏曲名家收
徒传艺工程成果汇报演出将于
10月22日至28日在重庆举办，
来自全国26个省（区、市）的55
个折子戏将亮相重庆舞台。

据人介绍，此次汇演共 9

场演出，演出剧种涵盖全国26
个省（区、市）的39个地方戏曲
剧种，其中既有豫剧、评剧、越
剧、黄梅戏、川剧、秦腔等流布
范围较广的剧种，也有婺剧、
莆仙戏、柳琴戏、琼剧、黔剧等
活跃于特定地域的剧种。

名家传戏——当代戏曲
名家收徒传艺工程从 2015年
起实施，每年扶持 100位戏曲
名家以“一带二”的形式向两
名学生传授两出经典折子戏，
涵盖京剧、昆曲、地方戏曲各

个门类，是文化和旅游部实施
“中华优秀传统艺术传承发展
计划”，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支持戏曲繁荣发展的
一项重要内容。

“名家传戏”实施 3 年多
来，共资助 230余名地方戏表
演艺术家向470余名地方戏曲
青年演员传授各自的表演精
粹。

讴歌善心善举，传递中山正能量

中山公益歌曲《爱延续》
被新华社客户端转载

2018北京电视节目交易会开幕

十部精选剧作亮相 展现改革开放成果

现代舞西洋乐融入京剧
杨赤丁晓君领衔《霸王别姬》

55个折子戏将亮相全国首届“名家传戏”将在重庆上演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山监管分局
关于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注【2018】－7号

机构编码：B0014S344200016

许可证流水号：00367579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

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12月24日

住所：中山市南区永安一路9号悦盈新成花园11幢2座113卡

邮政编码：528400

电 话：0760-85119676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山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15年12月25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山监管分局批准，因终止营业注销《中

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批准注销日期：2018年9月19日现予以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南区悦盈新城社区支行

中山市正业拍卖行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 2018 年 10 月 19 日下午三时在中山市石岐区中山二路 36 号

二楼中山市拍卖典当公共资源拍卖中心先整体后分拆公开拍卖：①位于中山市

东升镇葵兴大道 211 号商住房地产。土地 697.9㎡，建筑 3194.63㎡，起拍价 800 万

元 ；② 位 于 中 山 市 东 升 镇 葵 兴 大 道 213 号 商 住 房 地 产 。 土 地 1362.79㎡ ，建 筑

2193.64㎡，起拍价 1200 万元。以上标的整体拍卖保证金 200 万元，分拆拍卖保证

金各 100 万元。

有意者，请于拍卖会开始前一天将竞买保证金划入我司指定账户（到账为

准），并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到我司办妥竞买登记手续（资料备索）。

标的展示：2018 年 10 月 15-16 日或电话预约

联系电话：13702389740 卢生 监督电话：88228466（拍协）

公司地址：中山市东区起湾道金来街 1 号四楼

2018 年 10 月 12 日

中山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上网竞价出让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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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管理规定》、《中山市土地使用权公开交易管理办法》及《中山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建设用地使用权与矿业权公开上网竞价（不设最高限价）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中山市国土资源局经中山市人民政府批准以上网竞价方式公开出让编号为W04-18-0033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受中山市国土资源局委托，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于2018年10月12日至2018年11月14日组织实施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交易活动。现就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出让宗地概况：

宗地编号

W04-18-
0033

位置

中山市三角
镇结民北路

面积
(平方米)

5690.9
（折合8.5364

亩）

土地
现状

已平整

土地
用途

商业

规划指标

容积率下限：4.5，容积率上限：5.0，计容建筑面积下限（㎡）：
25609.05，计容建筑面积上限（㎡）：28454.5，绿地率下限：20%，
建筑密度上限：50%，最大建筑限高：150米。

出让
年限

商业40年

起始楼面地价
(人民币)

2100元/平方米
（即总价

59,754,450元）

保证金
(人民币)

27,900,000元

二、竞买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竞买要求：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通过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网进行（网址：http://www.zsjyzx.gov.cn）。竞买人必须按要求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并办理数字证书，方可参加

上网竞价交易活动。
四、资料索取：本次上网竞价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上网竞价出让文件。有意竞买者可登录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网址：http://www.zsjyzx.gov.cn）浏览或下载。
五、办理竞买申请及数字证书地址：有意竞买者可于2018年10月12日上午9时至2018年11月14日上午11时前（节假日除外）到中山市博爱六路22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原市博览中心

常年展厅）二楼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E区办理数字证书及竞买申请。
六、成交标准：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上网竞价出让按楼面地价进行竞价，按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上网竞价出让不设保留价。成交总出让价款为成交楼面地价与计容

建筑面积上限的乘积。
七、保证金账户及保证金收取截止时间：竞买人应先登录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网址：http://www.zsjyzx.gov.cn）进入土地与矿业权交易系统申请获取保证金账号，并按规定向系统

指定的账号汇入保证金，保证金须于2018年11月13日下午5时前到账（以到账时间为准）。
八、土地开发建设要求及其他公开交易条件：1.建设期限：在2019年6月20日之前开工，在2020年8月13日之前竣工;2.竞得人在该地块上所建物业，应自持（自行持有产权）不少于1

万平方米，自持时间不少于10年（自竣工验收之日起计10年），自持物业的位置、范围应符合连片、连层或整幢持有的原则。
九、其它：1、竞买申请时，自然人参与竞买的，须提供经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无不良信息的信用报告；法人、其他组织参与竞买的，须提供依法成立的经中国人民银行备案的

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机构名单可参考查阅信用中国网站→信息公示→金融领域信息公示→备案企业征信机构）所出具信用等级A级（含A级）以上的信用报告(原件)；以上信用报告出具
日期须在本宗地出让公告之日后（含当日）。境外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须提供依法成立的信用服务机构出具的报告(原件)，并同时提供中文译本；以上报告出具日期须在本宗地出让
公告之日后（含当日）。

2、根据相关文件要求，在中山市税务局推送的惩戒企业中，对有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的竞买人将限制参与土地竞买活动。
3、详细情况及具体要求以该宗地交易文件为准。本次交易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地址：中山市博爱六路22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原市博览中心常年展厅）二楼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E区
咨询电话：0760-89817365（钟先生） 现场勘察电话：0760-88882620（黄小姐）
规划咨询电话：0760-88323671 (窗口) 有形市场监督举报电话：0760-88365631、88810231

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8年10月12日

中山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上网竞价出让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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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管理规定》、《中山市土地使用权公开交易

管理办法》、《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上网竞价（设最高限价）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中山市国土资源局经中山市人民政府批准以上网竞价
方式公开出让编号为W15-18-0053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受中山市国土资源局委托，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于2018年10月12日至2018年11月14日组织实
施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交易活动。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宗地概况：

二、竞买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竞买要求：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通过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网进行（网址：http://www.zsjyzx.gov.cn）。竞买人必须按要求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并

办理数字证书，方可参加上网竞价交易活动。
四、资料索取：本次上网竞价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上网竞价出让文件。有意竞买者可登录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网址：http://www.zsjyzx.gov.

cn））浏览或下载。
五、办理竞买申请及数字证书地址：有意竞买者可于2018年10月12日上午9时至2018年11月14日上午11时前（节假日除外）到中山市博爱六路22号市行政

服务中心（原市博览中心常年展厅）二楼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E区办理数字证书及竞买申请。
六、最高限价及配建房：本宗用地上网竞价出让设定的最高限制楼面地价为8000元/平方米。当报价达到最高限价后，竞价方式转为竞配建人才安置房面积，凡同

意接受最高限价的竞买人均可参与竞配建人才安置房面积，用地配建面积竞价阶梯详见上表。
七、竞得人的确认：竞买人的最高报价未达到最高限制地价的，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最高报价者；当报价达到最高限制地价后，竞价方式转为竞配建人才安

置房面积，凡同意接受最高限价并参与竞配建人才安置房面积的竞买人报出配建面积最大者为最高报价者；在竞配建人才安置房面积阶段内，无竞买人报出有效
配建面积数的，以最先报出最高限价的竞买人确定为最高报价者。最高报价者签订《成交确认书》后确定为竞得人。本次上网竞价出让不设保留价。

八、保证金账户及保证金收取截止时间：竞买人应先登录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网址：http://www.zsjyzx.gov.cn）进入土地与矿业权交易系统申请获取保证
金账号，并按规定向系统指定的账号汇入保证金，保证金须于2018年11月13日下午5时前到账（以到账时间为准）。

九、土地开发建设条件：建设期限：在2020年1月6日之前开工，在2023年1月5日之前竣工。
十、其它：1、竞买申请时，自然人参与竞买的，须提供经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无不良信息的信用报告；法人、其他组织参与竞买的，须提供依法成立的

经中国人民银行备案的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机构名单可参考查阅信用中国网站→信息公示→金融领域信息公示→备案企业征信机构）所出具信用等级A级（含
A级）以上的信用报告(原件)；以上信用报告出具日期须在本宗地出让公告之日后（含当日）。境外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须提供依法成立的信用服务机构出
具的报告(原件)，并同时提供中文译本；以上报告出具日期须在本宗地出让公告之日后（含当日）。

2、根据相关文件要求，在中山市税务局推送的惩戒企业中，对有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的竞买人将限制参与土地竞买活动。
3、详细情况及具体要求以该宗地交易文件为准。本次交易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地址：中山市博爱六路22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原市博览中心常年展厅）二楼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E区
咨询电话：0760-89817365刘小姐 现场勘察电话：13702783322赵先生
规划咨询电话：0760-88323671(窗口) 有形市场监督举报电话：0760-88365631、88810231

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8年10月12日

宗地编号

W15-18-
0053

位置

中山火炬开
发区张二村
“新草尾”

面积
(平方米)

90500.5
（折合
135.7508

亩）

土地
现状

已平整

土地
用途

城镇
住宅
用地

规划指标

容积率上限：3.0，计容建筑面
积下限：90500.5平方米，计容
建筑面积上限：271501.5平方
米，绿地率下限：38%，建筑密
度上限：30%，最大建筑限高：
100米。

出让
年限

70年

起始楼面地
价

(人民币)

5500元/平方
米

（即总价
1,493,258,
250元）

保证金
(人民币)

74600万元

配建面积
竞价阶梯

480平方米/
次

歌曲《爱延续》作者梁凯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