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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拱北海关委托，珠海市金得拍卖
有限公司定于2021年10月22日上午9时至2021年
10月22日17时止（竞价延时的除外）在京东拍卖平台
（网址：http://haiguan.jd.com）在线公开按现状拍卖
下列标的：

标的：4艘“三无”船舶处置权，保证金42000元。
标的物为海关依法罚没的“三无”船舶，按其现场展

示的状况及状态进行转让和交接。委托方对标的物所
作出的说明及相关资料均是参考性说明，不作为对标的
物品质和数量的任何担保，也不作为标的物现状的法律
依据和移交的凭据。竞买人应对标的物的现状和拖带、
拆解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意外有充分了解，参加竞买即视
为接受标的物的现状和京东拍卖平台的交易规则；如出
现无法预知的风险，一概责任由竞买人自行承担。买受
人承担标的物提取、转移、运输及处置过程中的清理航
道、打捞、拖运、转移、拆解、清理油污垃圾等一切费用，
委托人不另行支付以上费用。

有意向的竞买人应于拍卖前注册京东账号并通过
实名认证，认真阅读和了解竞价页面内的《竞拍须知》及
京东拍卖平台的资产处置竞价流程介绍；在线支付相应
竞买保证金（因标的保证金金额较大，请先行在开户银
行开通网银大额支付功能），支付保证金后方可进行资
料上传及现场踏勘。

本次拍卖竞买人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登

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质的广东省企业，拆解地点须
在广东省内；资质应符合国务院及生态环境部等部门有
关废船安全环保拆解的国家环境标准规范和行政法规
的规定，并具备拆解1000吨及以上船的能力、设备、场
地(本次待拆解船舶中最大体积约为长52.4米、宽11.7
米、深4米，重约1000吨）。竞买人需将《营业执照》、生
态环境部门批准的拆船“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意见文号
（备案编号）”和核发的拆船“排污许可证”、具备拆解
1000吨及以上船的能力证明(曾经拆解过相关体积、重
量及以上船舶的合同或其他可以证明具备相关能力的
材料）扫描件或照片在本公告下发之日起至10月19日
17时止上传到平台，待平台审核通过后方可参与竞拍。
逾期上传的，平台将不予审核通过。

在以上规定时间内提交资料的竞买人应委托个人对
标的物进行现场看货踏勘；不委托个人到现场看货踏勘
的，将不予审核通过。看货人现场需提供营业执照复印
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身份证原
件及复印件（所有复印件均盖公司章），并在踏勘前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拱北海关涉案财物处置意向竞买人现
场踏勘表及承诺书》。按照当前疫情防控要求，看货人需
出示48小时内核酸检测证明、健康码为绿码以及行程卡
显示看货前14日之内无到过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城
市，方可入场踏勘。踏勘时间为2021年10月20日及21
日下午，地点为和海船舶保管场（珠海洪湾水闸附近）。

有意竞买人请提前向拍卖人咨询拍卖及预约现场踏勘事
宜，踏勘现场不接受报名，无预约的不得进场踏勘。

竞买人按规定时间参与网上竞买。竞买结束后，委
托方将对竞买出价最高者进行实地考察，实地考察的内
容主要包括拆解设备、拆解场地、营业状况、资质文件
等。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将取消竞买人的买受人资
格，没收保证金，同时竞买人还需支付京东平台的技术
服务费：（1）提供虚假资料参与竞投；（2）无拆解场地；
（3）无拆解设备；（4）存在其他不符合国家有关废船安全
环保拆解规定的事宜。

实地考察通过的，委托方和拍卖人将向竞买人发放
《现场考察结果通知书》，拍卖标的正式成交；买受人在
收到《现场考察结果通知书》之时起72小时内支付拍卖
成交价余款（成交价减去保证金金额后的余款）和拍卖
佣金（按拍卖成交额5%计付）及京东技术服务费（按拍
卖 成 交 额 1% 计 付）到 拍 卖 人 账 户（账 号 ：
44354201040006294，开户行：农业银行珠海梅华西支
行）。逾期未支付拍卖标的价款，将视为违约，保证金不
予退回，拍卖标的将收回。相关违约事宜将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
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等规定执行。

委托方收到拍卖款后，与买受人签订相关拆解协
议。买受人应在签订协议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委托方
支付拍卖成交款10%的款项作为船舶拆解保证金；拆解

完成并经委托方验收通过的，委托方将在10个工件日退
还船舶拆解保证金。

买受人应在签订拆解协议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与委
托方办理有关交接手续，自办理交接起10个工作日内将
船舶提取完毕，并负责拖运、打捞、转移、运输等作业过程
中的财产及人身安全和费用支付；在以上时限内未办理
交接以及提取标的物的，作买受人弃拍处理，委托方有权
对该标的物另行处置，货款不予退回，船舶拆解保证金不
予退回，并要求买受人支付保管费用等相关费用。

买受人应自办理交接起30个工作日完成拆解，在
以上时限内未完成拆解的，视同违约，委托方有权没收
船舶拆解保证金。买受人应根据委托方的要求开展拆
解工作，严格按照规定做好船舶拆解的防爆、防火及安
全措施，同时确保符合环保要求；在拆解过程中接受委
托方的监督；自行负责标的物的安全拖带、拆解、场地垃
圾清理等后续工作，并承担一切安全及环保责任及相关
费用；拆解完成后，经委托方验收合格，方能对残料进行
处理。

拍卖机构：珠海市金得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756-2272163 翁先生 13702327022
公司地址：珠海市香洲区人民东路143号珠信证券

大厦412室
委托方联系电话：0756-8161528、8161627、监督

电话：8883290。

拍卖公告

10月12日，由张律执导，耐安监
制，倪妮、张鲁一、辛柏青领衔出演，
池松壮亮、中野良子、新音特别出演
的极致美学爱情电影《漫长的告白》
作为平遥国际电影展开幕片亮相平
遥，导演张律到场助阵，与广大影迷
亲切互动，深度解读电影幕后，引发
热议。而在当天平遥国际电影展罕
见联合釜山电影节同步进行全球首
映后，影片收获好评如潮。平遥影展
创始人贾樟柯导演及影展艺术总监
林旭东现身力挺，“整部影片的情感
是暗流涌动的，内在情感张力非常
足”。尤其是倪妮与张鲁一之间极富
韵味的爱情更是得到了大量观众的
点赞讨论，正如倪妮所解读的，“深藏
在心底的爱都会成为漫长的告白”，
这就是深爱的意义，爱终将让我们变
成更好的人。

导演张律：这是一个浪漫的名字

电影讲述了少年时代的立冬（张
鲁一饰）曾爱慕过一位叫阿川（倪妮
饰）的女子，但在某一天阿川的突然失
踪成为了他近二十年解不开的心结。

随着立冬结伴哥哥立春（辛柏青饰）出
游后与阿川的再次相遇，很多过去故
事的真相浮出水面，而立冬对阿川深
藏的爱，却在这场远赴“她”乡的深情
告白中愈演愈烈……

作为重点开幕影片电影《漫长的
告白》亮相平遥国际电影展，并举办新
闻发布会，导演张律与制片人徐佳含
现身活动现场与影迷观众进行了首次
交流。被问及拍摄的契机，导演解答
道，“曾经去过柳川，对那个地方念念
不忘，想象了一个叫柳川的地方迎接
一个叫柳川的姑娘，觉得会是一个有
意思的故事，就这么构思了起来。”他
现场也自称是起名困难户，对于电影
从《柳川》到《漫长的告白》的改名感谢
了团队的帮忙，“这是一个非常浪漫的
名字，相信大家看完电影对新片名有
更强的认可”。

首次跟倪妮、张鲁一、辛柏青三位
国内实力演员合作，导演对此表示，经
人介绍找到了最合适的阵容，这是一
个一拍即合很有眼缘的过程，“一开始
跟国内的演员合作会有点担心，后来
拍摄完发现他们跟任何地方优秀的演
员一样，非常敬业，给出了非常好的表
现，这次真的很感谢他们。”制片人徐
佳含还透露了惊险的拍摄周期，“刚好
赶上疫情暴发，晚杀青一天就有可能
滞留国外”。导演打趣接话，“我也想
超期。”虽然是调侃，但也充分说明了
一个成熟的制作团队配合的默契，以
及对于时间的严格把控。

此次，电影《漫长的告白》在平遥
国际电影展进行开幕片展映，主演们
虽因为工作原因不能来到现场，但也
准备了VCR第一时间问候了平遥的
观众。倪妮认为，影片的情感是细腻
且深刻的，“深藏在心底的爱都会成为
漫长的告白，希望我们在爱里都能成
为更好的人”。张鲁一也隔空表达了
自己对导演和合作演员的感谢，“谢谢
这段既难忘又特别的旅程”。

影片舒缓、轻盈、诗意

影片首次面对公众放映，凭借温
柔细腻的爱情表达、真实不落俗的角
色刻画收获了广大业内人士和影迷的
掌声，一致称赞其为“近年来难得高级
的爱情电影”。影展创始人贾樟柯导
演及影展艺术总监林旭东现身助阵。
林旭东分享了选择这部电影作为开幕
片的原因，“太动人了，我不由自主被
吸引，整部影片的情感是暗流涌动的，
内在情感张力非常足”。现场不乏张
律导演的铁粉，也不吝赞美之词，“导
演调度别有韵味，每一帧都想拿来做
壁纸”“舒缓、轻盈、诗意，具有一切张
律个人式元素，沉静却不沉闷”。有细
心的观众感叹阿川与立冬的感情像涌
动在河水之下，平静之中富有力量。
对此，导演现场也给出了自己的解读，

“对我来说，热烈也好，平淡也好，其实
不同感情里面在很深的地方涌动的东
西是一样的”。

此外，演员们润物细无声的表演也
获得了观众的集体认可，倪妮这次突破
自我，展现了纯粹本真的表演魅力，“那
段探戈可以看一百遍，不只是美，还有
那种随时随地自然流露的感染力，谁看
了能不爱她”。张鲁一将隐忍内敛的爱
意展现得淋漓尽致，被赞“一举一动都
是戏，他看她的每一个眼神都是爱情！”
每次都能凭借不同角色狂刷好评的辛
柏青这次依旧功力深厚，“北京人混不
吝的味太到位了，看着外放的角色也有
其中年人的挣扎和隐痛的一面，辛柏青
老师怎么每次都演到我心里”。

电影《漫长的告白》由峨眉电影集
团有限公司、北京欢喜首映文化有限
公司、成都青春海秀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午夜失焦（杭州）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出品，成都青春海秀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发行，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
司联合发行，有望于年末全国上映。

（据新华网）

巨幅油画随光影变幻，音乐随
时间流动……日前，斯特拉文斯基
三幕英语歌剧《浪子的历程》完成中
国首演，以半舞台版亮相上海交响
乐团音乐厅。这部诞生时就充满前
瞻性的作品，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

“漂泊”后，以极具当代性的舞美表
达首次“停靠”上海。

如同首演时斯特拉文斯基安排
了一些年轻且刚崛起的歌唱家来演
出那样，此番献演从制作团队到演
出团队都大胆起用年轻人——青年
导演邹爽执导，上海交响乐团、北京

国际音乐节联合制作，指挥张洁敏执
棒，夏侯金旭、周正中、李晶晶、韩音
培、张文巍、陈霖、刘颖、陈炯然八位青
年歌唱家及上海音乐学院合唱团共同
献演。

“这也是近年来，继《伊莱克特
拉》《塞魅丽》《莎乐美》《切肤之痛》等
之后，上海交响乐团上演的又一歌剧
力作。”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说，希
望观众能够通过现代歌剧感受新一代
中国年轻音乐家的朝气以及他们的独
特见识和艺术视野。

作为20世纪声名显赫的伟大作

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
《火鸟》《彼得鲁什卡》都是中国观众
最熟知的名作。其实，有“音乐界的
毕加索”之称的斯特拉文斯基，还有
其他值得被记住的经典，英语歌剧
《浪子的历程》就是其中一例。
1945年，当作曲家站在英国画家贺
加斯的同名画作《浪子的历程》前，
灵感一下子被点燃。画作共有八
幅，故事按序分别为“继承人”“聚
会”“狂欢”“逮捕”“婚礼”“赌坊”

“监狱”“疯人院”。斯特拉文斯基以
画作为原型，找到了英国诗人奥登

编写歌剧剧本。
《浪子的历程》堪称是斯特拉文

斯基新古典主义创作时期的顶峰。
他在传统的歌剧架构之上加以改
造，赋予其新的面貌和功能，比如用
调性取代旋律来表现某一事件或人
物。“一个作曲家能否重新使用过去
的东西，同时又向前发展呢？不管
答案是什么，这个问题在创作过程
中并没有困扰我，它（《浪子的历
程》）已经具有了前瞻性的色彩。”这
就是斯特拉文斯基的新古典精神。

（据新华网）

《浪子的历程》中国首演

视听盛宴呈现“音乐界的毕加索”

新华社合肥10月13日电 13日，
太湖世界文化论坛第六届年会闭幕。
在位于安徽省蚌埠市的中国蚌埠古民
居博览园，中外嘉宾经过三天的交流
探讨，闭幕会上发布了包括文化多样
性、“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减贫
等七个方面的“蚌埠共识”。

共识认为，文化多样性是历史发
展的一般规律，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现
实，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明、不同价值
观完全能够和平相处、交流互鉴。要
客观看待差异，理性处理分歧，坚持和
而不同、求同存异，加强不同文明平等
交流、互学互鉴，促进构建相互尊重、公
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本届年会得到30多个国家和地
区以及国际组织的支持，近500位政
治家、哲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化学者、

企业领袖等中外嘉宾通过线上线下
积极响应，多个外国使团到蚌埠出
席会议。年会以“文明互鉴：共筑人
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举行了多个
主题论坛和专题对话，与会嘉宾多
角度交流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全方位探讨新冠肺炎疫情、科技
发展对人类未来的影响，辨明文化
创新发展所面临的新机遇和新趋
势。

蚌埠市委书记黄晓武说，蚌埠
地处中国地理南北分界线，太湖世
界文化论坛联系中国与世界，在连
接南北的地方沟通东西，这样的交
流更加有意义。作为论坛年会永久
会址所在地，蚌埠将全力当好文化
交流使者，打造中外文化交流的新
高地，推动论坛越办越精彩。

太湖世界文化论坛
第六届年会发布“蚌埠共识”

10月13日，观众在马鞍山李白诗
歌节文创作品展上参观。

当日，第33届马鞍山李白诗歌节

开幕。此届马鞍山李白诗歌节包含
文艺演出、诗歌诵读、诗歌节成果展
示等活动。 新华社发

第33届马鞍山李白诗歌节开幕

据新华社沈阳10月13日电 考
古学者近日在辽宁朝阳举行的“纪念
牛河梁遗址发现40周年学术研讨会
暨首届红山文化牛河梁论坛”上发布
了牛河梁遗址2021年度考古发掘新
发现，该遗址第一地点2号建筑址中
发现“祭祀”活动遗迹。

红山文化中心区分布在朝阳老哈
河中上游到大凌河中上游之间，牛河
梁遗址即位于此间的凌源市与建平县
交界处。其核心是发掘出大型祭坛、
女神庙、积石冢群、大量玉质礼器和陶
器，证明五千多年前这里曾存在过一
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
员贾笑冰说，2017年至2020年的考古
工作更新了对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2号

建筑址“品”字形山台的认识，初步确
认8个以石墙及垫土为主要特征的台
基址，编号TJ1-TJ8，其范围较最初
所确定的“品”字形山台有所扩大。

贾笑冰说，编号TJ3位于2号
建筑址中部，2020年在TJ3接近基
岩的垫土层中出土的大型彩陶缸、
彩陶钵、筒形罐、灰陶钵、圆陶片组
合有可能是与《周礼》中记载的祼礼
祭祀行为相关。

考古发掘显示，2021年在祼礼
组合出土位置北侧发现了近椭圆形
分布的烧灰和烧土，其内出土烧过
的栎果、胡桃等的果实和果壳以及
石斧、磨棒的残件、天河石料以及陶
盆碎片。这些遗迹、遗物同样与《周
礼》中记载的燎祭行为相符合。

牛河梁遗址新发现：

2号建筑址中发现“祭祀”活动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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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九洲海关公告
我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第

一款第（四）项的规定，收缴了邮件EE052431575RU、RX001597871JP、
EN075183639JP、EG740987498JP、EN100675076JP走私进境的电子
烟烟弹30条、2条、2条、香烟2条、钻石戒指1枚，并已依法制发了收缴清
单（拱九关缉收字[2020]0027、0028、0026、0025、0024号）。现根据该
《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对收缴清单予以公告，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1年10月14日

告知业主通知书
尊敬的中海名钻花园项目业主：

我司开发建设的中海名钻
花园项目，已依照销售合同约定
交付，于中海名钻花园项目内建
造的会所也一并移交全体业主
使用，请全体业主知悉。

特此说明。
珠海市嘉业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2021年10月13日

权威发布
收费标准：标题100元，内容6元/字
个人证件：100元/证（50字内）
咨询热线：0756-2611111

遗失声明
珠海众乐乐国际旅行社有

限公司遗失业务专用章一枚，
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