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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为国产电影“止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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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尚励志爱情片 !我的美丽王国"!"

日在京开拍#影片聚焦模特圈鲜为人知的一
面$ 讲述几个女孩在模特圈艰辛打拼的故
事$展现了她们遭遇感情和现实冲突时的纠
结与迷茫$试图传达阳光励志的主题#

据出品人赵广忻介绍$!我的美丽王国"

中$台湾男子演唱团体飞轮海成员之一汪东
城饰演男主角公关公司项目经理凯文$在大
型车展认识了模特若童$经过合作了解到若
童并非为了名利$甚为心动$但碍于有女朋
友$内心有不少矛盾#

香港模特及演员周秀娜在片中饰演活
泼开朗%性格温驯的若童#若童与当旗袍裁

缝的爸爸&吴彦祖饰'相依为命$因母亲是
名模$自小梦想成为出色的名模#若童在车
展认识了凯文$经过多次合作$与凯文互有
好感#

涉足主持界及电影界的台湾艺人陈汉
典$以模仿名人闻名$此次在片中饰演(富二
代)彭海$经常被妈妈安排相亲$被若童纯真
的性格吸引$ 后来知道凯文与若童相爱$内
心很挣扎#

巩新亮继在!非诚勿扰"中饰演一位风
情万种的小秘书之后迅速蹿红$在该片中饰
演的小艺在模特界小有名气$为达求上位目
的费尽心思#戏中与若童原是好朋友$但为
了向上爬设计离间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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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K 张雨绮与星辉公司解约官司再生
波澜#近日有消息称$张雨绮因不满被判赔偿数
百万元$已再次提起上诉##月 !"日下午$记者
独家联系到张雨绮律师张先生$对方否认了这
一传闻$称张雨绮满意判决结果$懒得上诉#

张雨绮与周星驰的星辉公司之间的
解约风波已经有近两年时间$!$%$ 年$

张雨绮在!白鹿原"发布会上正式公开
了将与星辉公司解约的消息# 当时$有
业内人士爆料称$张雨绮当时认为星辉
公司对自己不太上心$导致演艺事业停
滞不前#加上有家产丰厚的富二代男友
支持$ 于是毅然决定与星辉公司决裂$

并以原告身份将其告上法庭#

今年 &月 !%日$张雨绮与星辉公司
解约案正式宣判$ 星辉公司方面证实张
雨绮败诉$ 但双方就此事都未作进一步
回应#不过$日前却有消息称张雨绮因不
满判决结果将要再次提起上诉$ 对此$

负责张雨绮此案的张律师予以了否认#

张律师表示*(张雨绮与星辉公
司解除合同案$ 已经由上海长宁区
法院于 !$%!年 &月 !%日作出一审
判决$判张雨绮与星辉公司居间合
同解除成立$ 判决张雨绮赔付星
辉公司 '$$ 万元港币#张雨绮尊
重并接受法院判决结果$并准备
对星辉公司赔付$ 一直没有回
应媒体$是在等星辉方面对判
决的答复#)

张律师同时表示$近日$

有星辉工作人员在媒体上
散布消息称$因张雨绮不满
判决结果要求再次上诉$

导致星辉被迫再次上诉
等说法纯属子虚乌有$

张雨绮满意判决结果$

懒得再上诉#

!'(#

!$%!年上半年$ 整个中国电影产业都
在经历阵痛#

刚出炉不久的内地和香港上半年的电
影票房榜上$在!泰坦尼克号 '("!复仇者
联盟"等众多好莱坞大片的强攻下$内地仅
!大魔术师"一部华语片跻身前十$香港也
只有 !春娇与志明"!桃姐"!逆战"!!$%!喜
上加喜"四部华语片上榜#

另据 %)日国家广电总局电影资金办
提供的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上映的 %"%

部电影$国产片 %$'部$国产片的前十名贡
献了 %%亿元$ 剩下的 )'部电影则瓜分了
剩余的 %"亿元# 而进口片则是 '*部影片
分割一块 +!亿元的大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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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称$尽管国产电影一直(赚
少赔多)$ 但往年亏损比例基本维持在
#$!左右$ 今年上半年上映的百余部国产

影片中$除了 +!左右基本保本以外$其他
影片全部亏损$几乎跌破了所有中国电影
人的心理底线#

对此$许多人将(矛头)指向进口分账
片配额的放开#今年年初$中美双方就解决
,-. 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
议$中国每年引进的美国分账大片由 !$部
增加至 '"部#(这对观众的消费心理影响
非常大#)光线传媒有限公司总裁王长田分
析$在目前国内电影票价高居不下$许多观
众只能选择(性价比最高)的电影#好莱坞
大片投资更大%制作更精良$国产电影自然
会处于劣势#

另有不少业内人士则认为$很多国产电
影都被安排在最差时段放映$意味着一开始
就输在了起跑线上#(号召力高的影片多排
一些%观众人次少的影片少排一些$这本身
是顺理成章的市场行为$但对于本来就处于
弱势的国产电影来说$这样单纯依靠利益驱

动的市场行为并不是真正的公平竞争#)

(是否整体盈利$是衡量一个产业能否
良性循环的关键指标#从去年开始$中国电
影行业整体性亏损就已经开始显现#)北京
新影联院线总经理黄群飞指出$ 国内终端
市场已经具备月产出 %&亿元以上的能力$

现在的主要问题不在终端$ 而在于制片环
节能否提供足够好的内容支撑#

2UVWX+QYZ[

(制片是整个电影产业的源头$是最核
心的环节# 一旦制片环节的资金来源断了$

影片的数量和质量可能都会出现问题$中国
电影的竞争力会进一步削弱#)王长田说#

投资减退最直接的影响是影片生产数
量减少#记者从浙江横店影视基地了解到$

去年 &月同时有 +$余个剧组在此进行拍
摄$而今年同期$正在横店拍摄的剧组不足
!$个$许多片场处于闲置状态#

业内人士预计$ 今年全年生产各类电
影总产量可能会缩减到 +$$部$ 比去年下
降 '$!左右$而明年$整个制片行业的规模
可能会进一步萎缩#

(电影圈的示范效应特别明显$赚则一
哄而上$赔则一哄而散#现在整个电影行业
的投资信心都在大幅度消退$比较专业%理
智的投资人不约而同地放慢了脚步#)北京
新影联院线副总经理高军说$宁信其赔%不
信其赚$中国电影人集体成了(保守派)#

专业投资人日趋理性直接导致大量热
钱纷纷撤离电影圈# 星美传媒集团董事长
覃宏认为$国产片这几年在洗牌$盲目投资
特别多#但现实要求投资方%编剧%导演$更
加审慎地对待项目#

(根据中美协议$+年之后$中国对美国
电影进口的数量还会进一步提高#) 导演陆
川对此表示忧心$目前中国电影正面临着空
前严峻的考验#华谊兄弟公司总裁王中磊则
直言$国产片大面积亏损$意味着电影业面
临新一轮洗牌$必须在阵痛中完成转型#

!\]^_"`a!bcde"

对于国产电影面临的阵痛$ 采访过程
中$大部分电影人都提出了用(适度保护)

来(止痛)#事实上$对国产片采取保护措施
的并非只有中国$ 许多国家面对好莱坞大
片都制定明文政策来保护本国电影产业#

如法国要求一个季度中的 +周必须上映本
土长篇电影+韩国政府则出台(义务上映制
度)$要求每家影院一年内播放国产影片不
得少于 #'天#

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也公开
表示$ 目前广电总局电影局正在考虑出台
一系列过渡性的保护措施#(我们希望这些
保护措施能给国产影片创造一个生存和发
展的空间$ 对国产影片给予一种巩根固源
的支持$ 从而增强国产电影抗衡进口大片
的能力#)张宏森说#

事实上$印度%韩国都经历过被好莱坞
大片袭击的(阵痛)阶段$随后又逆境中崛
起$最终自己拍出了好电影#导演万里认为$

正面来看$这也是中国电影必然要经历的阶
段#(中国电影市场需要一个逐渐成长和发
展的过程$这是我们交学费的一个阶段#)

(世界电影正在经历从传统电影向现
代电影的转型$ 国产电影亟待摆脱一成不
变的%传统的%原始的原理#)张宏森说$中
国电影正在急迫地呼唤一场极大的思想解
放$需要大胆地在理论和观念上进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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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 '(动画电影!拯救第 '&+

天"将在 *月上映#

该片故事源于中国传统 (过年) 的传
说$ 讲述了一个小人物蜕变成英雄的历险
故事*在远古的东方$(年)这个邪恶的族群
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绝望之中$小人物(光)

能否逆天转地$拯救人类$拯救第 '&+天,

影片高水平的 '(特效为其主打卖点*

影片全篇共有 %!$$多个特效镜头$其中 %&

个脱屏镜头被导演亓梅晓形容为(超越!阿
凡达")%(能让观众实现零距离的视觉震
撼)# 针对观众在观看 '(电影时易出现的
头晕或者疲劳的现象$ 影片的制作团队还
对观众的视觉感受进行了整体设计$ 照顾
到了观众在观看过程中的舒适感#

stuvw4xyz{|}'''

89:;<=>

!##?@A

~

�

�

%

�

�

�

�

&

p

q

* + , - . /

0123+,456789:;<=.>%&#' ?@=.ABCD

为推进国贸一横路延长线棚改项目建设，经报请市政府同

意，我局拟对《海口市金贸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M-52地块进

行规划调整。为广泛征求公众和相关权益人的意见和建议，现将

规划调整方案按程序进行公示。

%

(y�'�)30天（2012年7月25日至8月23日）。

&

(y���)海口规划网站（网址www.hkup.gov.cn）。

)

(y�������)（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bsb@163.

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

区15号楼3057房海口市规划局总工室，邮编：570311。（3）意

见和建议请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

(��2�)68724394，联系人：陈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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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WX白沙黎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YZ[\]^_X白沙县2012年以工代赈
示范工程，项目及规模：1、白沙县阜龙乡至打堆村乡村道路工程，改建

混凝土道路4.635公里，路基宽6米，路面宽3.5米；2、白沙县阜龙乡

可任村小流域治理工程，治理河道380米，河道宽15米；3、白沙县南开

乡什庄一桥桥梁工程，改建混凝土道路268.9米，路面宽7米，其中桥
长70米，引道198.9米，桥面总宽8米；4、白沙县南开乡什庄二桥桥梁

工程，改建混凝土道路344.5米，路面宽7米，其中桥长70.04米，引道

274.46米，桥面总宽8米；5、白沙县南开乡浪九村道路桥梁工程，改建

混凝土道路306米，路面宽7米，其中桥长70.04米，引道235.96米，
桥面总宽8米。工期：第1、2项目工期为6个月，第3、4、5项目工期为

12个月。+*H`abX市政公用工程或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

资质；拟派项目经理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或公路工程二级及以上注册建

造师资格。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c[abd于2012年7月25
日至2012年7月 31日（工作日内），由项目经理及技术负责人携带法

人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到海口市海甸岛福海路福海花园1号别墅

报名；报名提供：1、法人身份证、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

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基本帐户开户许可证；2、拟投入项目管
理机构人员包括项目经理执业资格证、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技术负责

人职称证，其他主要人员（施工员、安全员、质检员、资料员、材料员、预

算员）的身份证、岗位证；省外企业还须由分公司负责人持身份证、分

公司营业执照、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以上证件和
材料审核原件收加盖公章复印件）#*SefghiX北京国金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联系人：马先生；电话：18689718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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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电脑随机确定，现受美兰区人民

法院委托，定于2012年8月10日上午10时在海口市西沙路8号

海深国际大厦6楼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和平大道16号银谷苑第七

座14B房产（房产证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35891号），建筑面

积：94m2，参考价：52.35万元。竞买保证金：6万元。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

��)782516522918092001

� ¡)中国银行海口白龙支行

¢£¤�'�)2012年8月2日-3日

有意者请于2012年8月9日下午4：30前携带有效证件办理竞

买手续。

¥¦§¨©ª�«)海口市玉沙路12号椰城大厦首层

2�)66736721 66736719 ¬�)65366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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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文昌中学

&

(®¢°¦��)海南正荣项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²³´)海南省文昌中学（2012）学生宿舍工程

#

(±²µ¶)建设地点位于文昌中学校园内，新建一幢五层学生

宿舍楼，总建筑面积为2600m2。招标控制价为4721249.02元。

'

(®¢·¸)土建、安装工程

*

(J³¹º)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或以上，项目经理为

建筑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二级或以上。报名时请拟派的项目经理本

人携带单位授权委托书、法人代表身份证、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

生产许可证、建造师注册证、身份证及其本人安全生产考核证，若省

外企业须提供《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核原件及

收盖公章复印件）

!

(J³'�»��)文昌市清澜开发区市政府办公大楼西侧楼二楼

招投标办公室2012年7月25日至7月31日17时；郑工66591026

SeCU

Q(®¢¯)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

�(®¢°¦¼½)海南正荣项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¾¿³´(µ¶w®¢·¸)秀英港填海项目勘察（工可阶段），

建设地点位于海口市秀英港，属于海口市重点项目，项目吹填规模约

3000亩。招标范围为工程地质勘察（工可阶段）。工期45日历天。

À(Á¢¯ÂÃÄÅ)具备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甲级或以上

资质的勘察企业，拟派的项目负责人具备注册岩土工程师及中级工程

师或以上职称。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ÆÇ�ÈÉÁ¢g，请法定代表人和拟派的项目负责人于2012

年7月25日至7月31日17：00时到海口市金垦路3号报名，须携带

证件资料：单位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项目负责人身份证、营

业执照、资质证书、项目负责人注册证、职称证，以上资料收加盖公章复

印件，并提供原件核对。招标文件每本售价400元，售后不退。

Ê(ËÌ¯)郑先生66591026

®¢��)琼州学院附属中学。®¢°¦��)海南博信建设投资项

目管理有限公司。±²µ¶)琼州学院附属中学学生宿舍综合楼工程，建

筑面积：15000平方米。设计工期：60日历天。®¢·¸)方案设计、初步设

计、施工图设计。J³¹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建筑工程设计甲级及

以上资质，项目设计负责人具备一级注册建筑师或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资格。业绩要求：2009年1月1日至今承接（已完成或正在进行）的房屋

建筑工程设计单项合同建筑面积达到10000平方米及以上设计项目。J

³��)请项目负责人携带法人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职称证及注册

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业绩证明材料（中

标通知书、设计单项合同）。注：省外建筑业企业须办理《省外建筑业企业

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的方可报名（以上报名材料核原件收加盖公章

复印件）于2012年7月25日至7月31日下午17：00前到海口市国贸

北路德派斯大厦C1801室报名。张小姐 68559368。

nVCDX文昌市教育局的东路中心幼儿园综合楼工程施工招标，已

于2012年7月19日完成了开标、评标工作，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文昌市第二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第二中标候选人：河南

省大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第三中标候选人：江西威乐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本公示期为 3个工作日（2012年7月25日～2012年7月27日），
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文昌市监察局投诉，电话：0898-63330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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