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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立体动画电影"老雷斯的故事#

将于 !"日起在我国上映$影片根据美国儿
童文学家苏斯博士 #$"#年出版的同名儿
童故事书改编$

据中国发行方安乐影片有限公司介绍%

影片讲述了少年泰德为了让自己喜欢的
女孩奥德丽见到真实的树木%寻找护林老
人老雷斯的传奇经历%蕴含了环保&忠诚&

爱情&理想等主题$ 老雷斯是一个矮矮胖
胖的小人%由丹尼'德'维托配音$此外%影
片还展示了艳丽无比的童话世界%其中包
括神奇的棉花糖雨& 苍翠欲滴的梦幻森
林&浑身毛茸茸的老雷斯等$

据悉%此次登陆中国银幕的(老雷斯
的故事#%除了 %&版本外还有 '()*%&版
本%不仅是一部适合小朋友欣赏的电影%而
且也适合每一个年龄阶段的人士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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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共青团海口市委
等主办的*久久不见久久见+大型公益交友活
动%本月 !+日将在海口宜欣广场举行首期见
面会$主办方有意把活动打造成海口版*非诚
勿扰+%为单身男女提供一个交友平台$

据介绍%活动将通过*%分钟相亲+&*邂
逅情缘+&*玫瑰示爱+&*游戏互动+ 等环节%

评选出男生和女生各前 !,名 *人气之星+%

然后根据男女双方条件和要求开始速配%现
场牵手成功的男女将获主办方提供的爱心
礼包%并有机会参加年终举行的全年牵手成
功庆典%如果牵手男女最终结婚并参加集体
婚礼%还将获得主办方赠送的大礼一份$

据悉%凡年满 #+周岁的单身男女均可
报名参加%每期活动人数限额 !,,人%活动
由海南特思特文化传播公司承办$

-./0123456789

)*+,J

!

!"'(

)记者从中国电
视艺术家协会了解到% 第 !-届中国电视金
鹰奖电视剧&电视文艺节目&电视纪录片&电
视动画片和电视形象片!含公益广告)等 .

类作品奖的评选日前结束$ 电视剧男女演
员&电视剧&电视文艺节目和电视纪录片单
项奖的候选名单已由评选委员会推荐产生$

据介绍%从 "月 !.日起至 +月 #.日%

电视观众和中国视协会员可以登录新浪网
和搜狐网第 !-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投票专
区%为各自喜爱的男女演员投票$本届金鹰
奖优秀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评选也同时在网
上进行观众投票$

第 !-届金鹰奖观众喜爱的电视剧男
女演员候选名单如下$

KLM "陈思成&程煜&谷智鑫&郭晓
冬&何晟铭&胡军&黄海波&黄志忠&姜武&李
幼斌&林永健&刘佩琦&柳云龙&马少骅&邵
峰&孙淳&佟大为&巍子&文章&吴秀波&张国
立&张国强&张嘉译&张秋歌$

NLM"陈瑾&陈数&陈小艺&丁柳元&

海清&蒋雯丽&柯蓝&李小冉&马苏&马伊 &

宁静&秦海璐&萨日娜&佟丽娅&童蕾&小宋
佳&谢兰&颜丙燕&杨幂&姚笛&岳红&张歆
艺&周韵&朱媛媛$

据介绍% 电视观众和中国视协会员票
选结果% 将与电视剧专家评选委员会率先
完成的投票结果整合% 产生本届金鹰奖男
女演员奖的最终获奖者% 在今年 $月举行
的第 $届中国电视金鹰节上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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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I 由中博传媒投资制作% 章子怡&

张东健&张柏芝联袂主演的电影(危险关系#日
前确定今年国庆档上映$ 该片继在第 -.届戛
纳电影节全球首映并获国际媒体普遍赞誉后%

也赢得各大国际电影节争相邀约$ 其中%韩国
釜山国际电影节主席李庸观就曾多次邀请(危
险关系#作为第十七届釜山电影节开幕片$

除釜山电影节外%(危险关系#还收到多
伦多电影节&夏威夷国际电影节等多家海外
电影节盛情邀请%这不但证明(危险关系#的
精良制作品质及强大主演阵容得到国际影
坛关注%也使得(危险关系#成了本年度最受
海外电影节青睐的华语片%得以代表华语电
影走出国门%在国际影坛大放异彩$

虽然在戛纳电影节首映时%由于后期制
作时间紧张%(危险关系#首次与全球观众见
面的版本中还有诸如影片主题音乐&众多大
场面镜头 /0制作并未完全完成等遗憾%但
观众和片商仍被影片故事及独特的东方魅
力所吸引%影片放映结束后%韩国片商当场
拍板以 !,,万美元价格购买该片的韩国版
权$ 全球各大媒体%包括(好莱坞报道#&(洛
杉矶时报#&法新社等也为它发表各类评论%

称 *该片的演员阵容类似亚洲明星名人录%

涵盖了享誉世界的亚洲影星+%认为*这次中
国翻拍西方经典电影(危险关系#格外引人
注目%而且让人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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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将有80余人晋京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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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届中国青少年艺术节将于 "月 !$日在
京开幕%海南日报记者今天从第 "届中国青
少年艺术节海南省组委会获悉%届时%海南
将派出 +,余人的队伍晋京参加本届中国青
少年艺术节总决赛$

据介绍% 第 "届中国青少年艺术节海南
赛区的选拔赛已于日前完成%共有 !,多家单
位的 .,,多名选手参加了选拔% 包括海南大
学&省文化艺术学校&海南荟艺舞蹈学校&海南

国兴中学&海口市第一中学&海口红蜻蜓艺术
团&省机关幼儿园等%参赛选手多才多艺%比赛
项目涵盖声乐&舞蹈&器乐&主持&朗诵&模特&

影视表演&琼剧&书画等艺术门类%展示了海南
青少年的时代风采和艺术才华$ 经过专家评
委会的严格评选%最终获得各年龄组别和项目
类别的一& 二等奖选手都将晋级全国总决赛%

总共有集体和个人项目选手 +,余人$

记者了解到%本届中国青少年艺术节海
南赛区选拔赛赛出了高水准%晒出了本土优

秀原创作品% 赢得专家评委会的高度重视$

比如省机关幼儿园小朋友表演的原创舞蹈
(椰雕娃#%巧妙地将海南本土元素融入节目
当中%让小朋友们可爱的表演突出了海南椰
雕人物憨态可掬的艺术形象%被专家评委会
一致同意给予幼儿组舞蹈类一等奖%成为选
拔赛中的一个亮点,另外%省文化艺术学校&

海口红蜻蜓艺术团等单位的原创舞蹈作品%

也都在本土特色上下功夫%舞蹈语汇进行大
胆创新%也分别以各组别一等奖赢得晋京参

加总决赛资格$

据悉%中国青少年艺术节自第 %届开始
走进海南%几年间%海南有近 !,,名选手在
全国总决赛中摘金夺银% 还有 !,余名选手
参加了央视和中国教育电视台录制并播出
的颁奖晚会$为给海南争得荣誉%目前%参加
本届中国青少年艺术节全国总决赛的 +,余
名海南选手正在紧张备战中%他们将于 "月
!$日至 +月 #日在北京与全国其他地方的
选手一决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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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jk" 学校运动场篮球场塑胶改

造工程。lmn"海南中学。opq4：

70日历天。rstu"投标申请人须同时具备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

承包壹级（含）以上资质和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含）以上

资质；项目经理须为市政工程专业贰级注册建造师及以上资格，具备

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

应的施工能力。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Hjvw"由拟派项目经

理本人携带本人建造师证（复印件加盖建造师执业印章）、学历证及

安全生产考核B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技术负责人职称证、学历证及身份证；安全员、施工员、材料员、质量

员、资料员、机械员岗位证及身份证（安全员需安全生产考核C证）；

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公

司基本户开户许可证、税务登记证，外省企业还必须由分公司负责人

本人到场提供驻琼分支机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及税务登记

证、基本开户许可证、分公司负责人身份证、分公司注册地址房产证

或租赁合同、《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拟派的项目

经理必须是备案手册中的人员。以上资料须验原件收加盖公章的复

印件且胶装成册。lxyw_z{"于2012-7-27~2012-8-2（工

作日，9：00~11：30，15：00~17：00）在海口市蓝天路西12号世纪港

A809室购买招标文件。发布媒体：《海南日报》、中国采购与招标网。

杨女士685926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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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j�"教师培训基地改造工

程。lxn"琼台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opq4"150日历天。rstu"须同时具备建筑装修装饰工

程专业承包壹级（含）和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含）以上资

质；项目经理为建筑工程专业壹级（含）以上注册建造师，具备有效的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

能力。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Hjvw"由拟派项目经理本人携带

本人建造师证（复印件加盖建造师执业印章）、学历证及安全生产考

核B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技术负责人

职称证、学历证及身份证；安全员、施工员、材料员、质量员、资料员、机

械员岗位证及身份证（安全员需安全生产考核C证）；营业执照副

本、资质证书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公司基本户开

户许可证、税务登记证，外省企业还必须由分公司负责人本人到场提

供驻琼分支机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及税务登记证、基本开户

许可证、分公司负责人身份证、分公司注册地址房产证或租赁合同、

《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拟派的项目经理必须是备

案手册中的人员。以上资料须验原件收加盖公章的复印件且胶装成

册。lxyw_z{"于2012-7-27~2012-8-2（工作日，9：00~11：30，

15：00~17：00）在海口市蓝天路西12号世纪港A809室购买招标文

件。发布媒体：《海南日报》、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孙女士68592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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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海南省人民政府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海南省分会

海口市人民政府

����"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三亚市&儋州市&琼海市&万宁市&文昌市&澄迈县&临高县&昌江黎族自治县&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

府&中国渔船渔机渔具行业协会&海南省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海南省会议展览协会&中国国际商会海南商会&中国国际贸易

促进委员会海口市支会&海口国际会展中心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海南博海伦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各类水产冻品&活品&干品&海洋生物制药&海洋保健品和各系列加工产品,水产加工设备&养殖设备&渔药饲料&水产苗种&观赏

鱼等,水产品检验检测仪器设备&水产实业耗材,渔船机械设备&渔具&网具&航海仪器&休闲游艇&休闲渔具&钓鱼船及小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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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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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j�"三亚鹿回头广场游船游艇码头工程项目（游船区水

域及岸线部分）。&

%lxn"三亚城投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hiÆ

¬"（1）工程规模：本工程包含 250.1m景观护岸、疏浚量 72678m3

（港池及航道疏浚）、22个游船泊位及给排水、电气、监控等附属设施

工程。（2）施工标：工程造价：36，984，600.00元；监理标：监理费控制

价：930100.00元。（3）施工计划工期：120日历天；监理工期：120日

历天（及缺陷责任期）；（4）建设地点：三亚市。（5）招标范围：（1）工

程施工；（2）工程监理。（招标人提供的施工图及工程量清单及相关

补充文件包含的全部工作内容）/%Çqx"投标人资质要求：投标人

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且具备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及以上

资质的国内企业。项目经理：具备港口与航道工程专业壹级注册建

造师执业资格。监理标：投标人资质要求：投标申请人须具备 水运工

程监理乙级及以上或港口与航道工程监理乙级及以上 的国内监理企

业。总监要求：具有港口与航道工程或水运工程监理工程师资格（注

册登记在投标单位）。0

%该项目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发售招标文件，

投标报名时间：2012年7月26日至7月30日。'%lxÈ�"陈先生

0898-88363850 代理单位：林先生0898-66768308。!%详细内容请

登陆三亚市政务中心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tb.sany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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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探案悬疑剧(玲珑局#!.日在京举行首
次发布会$ 男主演余文乐在剧中饰演一个
英国*海归+%痴迷破案%他笑称自己这次演
绎的是一个民国版的*福尔摩斯+$

据总制片人兼编剧谭靖恒介绍%(玲珑
局#的故事发生在 !,世纪 !,年代中期%中
国政局风云变幻%各方势力虎视眈眈$围绕
着一宗流传已久的清末神秘宝藏%清王室&

黑帮&日特纷纷登场$其中一对风华绝代的
姐妹花% 在此演绎了一出爱情与侠义交织
纠葛的传奇大戏$

谭靖恒说%(玲珑局#由余文乐&颖儿&

徐洁儿&高健&邵美琪&寇振海&曾江&吕凉
等主演%融合了悬疑&探案&夺宝&护宝&情
感等元素$

仅今年上半年就凭(志明与春娇 !#(车
手#活跃大银幕的余文乐%上一次接演电视
剧还是在 +年前$如今再次回到荧屏%余文
乐说% 这是为了妈妈做出的改变-*她常常
抱怨我一直没有时间陪她% 就算看到儿子
的新电影也只有短短 $,分钟$一部电视剧
就有二三十集%所以我接拍电视剧%也是为

了让我妈妈能够多见到我$ +

同时他说% 这次在剧中他所饰演的方
翰文作为一个英国*海归+%痴迷破案%还在
天津开了第一家私人侦探所% 笑称这次自
己演绎的是一个民国版的*福尔摩斯+$

谭靖恒说%自己写这个故事的时候%第
一个想到的就是余文乐%*可以说这部戏是
为阿乐量身定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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