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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记者周玮）国家动
漫游戏综合服务平台门户网站“酷漫网”6日上线
运营。此网站是面向动漫游戏企业机构和专业个
人用户的行业门户网站。

据介绍，国家动漫游戏综合服务平台是经财
政部、文化部批准，由中国动漫集团负责建设运营
的国有资本金项目。作为其门户网站，“酷漫网”
服务的机构用户将涵盖行业内数万家动漫游戏企
业，以及媒体传播、版权代理、教育培训、衍生品、
协会组织、产业园区、投融资机构等；个人用户主
要包括动漫游戏从业人员、专业教师、学生和个人
投资者等。

“酷漫网”由“平台用户、热点资讯、作品展播、
供需广场、产业联盟、合作平台”六大内容板块组
成，为用户提供资源整合、协同创作、版权认证、电
子商务、投融资、移动互联网运营等“一站式”综合
服务。目前，正在注册入驻“酷漫网”的动漫游戏
企业已近千家。

国家动漫游戏综合服务平台

“酷漫网”上线运营

本报海口8月6日讯（记者卫小
林）正在海口集训准备参加2014精功
（国际）模特大赛的78名参赛模特选手
们爱心涌动，今天将他们捐献的6000
斤大米和600桶食用油送到了因台风
受重灾的三江农场，这是记者今天从大
赛组委会获悉的。

据介绍，这78名精功模特选手，是
从全国各大赛区经过艰难比拼后争到
赴海南参加总决赛资格的。选手们到
海南后不久，就遇到了给海南带来重创
的超强台风“威马逊”。虽然来琼后培
训课程紧张，外景拍摄任务重，但选手
们一直心系灾区。7月25日，所有参
赛选手就在大赛组委会组织下，集体参

加了为海口恢复市容市貌的工作。他
们走上街头，或清理街边垃圾、路障，或
给环卫工人和奋战在一线的军警战士
送水，个个都忙得不亦乐乎。

记者了解到，昨天，模特们在得知
三江农场重建任务繁重的情况后，大家
纷纷向组委会表示，愿意慷慨解囊为灾
区群众捐善款献爱心，帮助大家重建家
园。大赛组委会深受感动，并当即号召
精功眼镜全体员工参与模特选手们的
捐款行动，大赛组委会今天就用这批善
款购买的6000斤大米和600桶食用油
送到了三江农场。

据悉，2014第十三届精功（国际）模
特大赛总决赛，将于8月9日在海口举行。

精功模特海南灾区献爱心
将6000斤大米600桶油送到三江农场

本报讯 8月6日，浪漫爱情喜剧片《爱情进化
论》片方宣布，该片将于8月15日登陆全国院线。

当天，片方发布了全阵容主海报和“爱情进化
秘籍”视频特辑，首度曝光了该片由刘荣艳执导，
吴怀洁编剧，网罗了段奕宏、郭碧婷、戴立忍、刘雅
瑟、谢依霖、谢楠、冯馨瑶等靓丽主创，从侧面透露
出了影片浪漫、清新的整体基调。

该片讲述的是屡遭劈腿的职场女神安安为挽
救爱情，在经历星相学、心理学、哲学、文学、社会
学甚至政治学均以失败告终的情况下，不得不求
助于自己的男闺蜜、生物学博士潘小哲，用生物学
的方式追求爱情的故事。

主演郭碧婷表示，安安的性格很“天兵”，很迷
糊，也很傻，无形中已经喜欢上那个人，自己却不
知道。与她搭档的段奕宏则表示，高情商的人，一
定是会尊重所有人的，面对爱情的时候，也有一颗
成全别人的心。 （欣欣）

《爱情进化论》下周公映

本报讯 8月7日晚，江苏卫视《一站到底》英
雄联盟季将重燃战火。在上期节目中，“清华男
神”刘也行用精彩的表现征服了全场，成为超级战
将。7日晚，为了阻击刘也行，北大三杰张雪健、
韩速和张泽将携手而来。

据介绍，在北大三杰携手应战的这期节目中，
总共将有10位星级战将重回《一站到底》的舞台，每
一位选手都摩拳擦掌，想要成为比赛的最后赢家。
而这其中，有三位选手显得格外特别，他们都出自
著名学府北京大学，也都与上一场的终极战将刘也
行渊源颇深。他们就是张雪健、韩速和张泽。

北大和清华可说是《一站到底》上的“老对手”
了，一年前的校园争霸赛，两所学校众望所归，都
进军了总决赛。韩速、张雪健也都在这场经典之
战中与“清华男神”刘也行有过直接对抗。最终，
刘也行打败了北大选手，争霸成功。 （欣欣）

《一站到底》今晚又播

本报讯 6月5日，青年影视明星
韩雨芹在微博上做小调查——夫妻间
的承诺能算口头协议吗？能像合同一
样有法律效力吗？结果引发众多网友
的神回复，从中也能窥见当下青年人对
婚姻家庭的看法。

当晚，由吴秀波、韩雨芹、姚晨等人
主演的家庭婚姻情感剧《离婚律师》，正
在江苏、浙江、天津、深圳四大卫视热
播。剧中姚晨和吴秀波的台词“如果婚
姻是契约，夫妻间的承诺是合同，那么
你这种行为就是合同欺诈！”引发韩雨
芹感慨，于是她在微博上发出了小调查
——夫妻间的承诺能算口头协议吗？
能像合同一样有法律效力吗？

韩雨芹这则微博发出后，迅速引发
了男女两性网友的积极参与，网友们给
出了诸多神回复：“当初和老婆许愿时，
请雷公做证，让律师去问雷公吧”；“男
人说话算数，除非母猪上树”；“是又怎
样，不是又怎样？”；“都是老婆说了算，
自己已完蛋！”……众多神回复，引来网
友的集体“大联欢”，跟帖络绎不绝。

10年前，《中国式离婚》让内地观众
反思了离婚现象中的“中国式”；而今热播
的《离婚律师》，则将全景式扫描中国式离
婚的新状态。在这部剧中，吴秀波甘愿净
身出户躲清净，买红妹老公失踪多年后居
然回来和小三争家产，岳红被老公骗假离
婚却弄假成真，最奇葩的当属韩雨芹和刘

欢，韩雨芹因一纸婚前协议做了全职太
太，婚后老公却爱上闺蜜，离婚诉讼前夜，
韩雨芹居然中了千万彩票……剧情的峰
回路转，让观众欲罢不能。 （钟新）

韩雨芹微调查引发神回复

本报讯（记者许春媚）日前，省群
众艺术馆在海南文化公园舞蹈园举办
了主题为“休闲时尚·礼仪”的海南群众
文化大讲坛第8期公益讲座活动。

讲座现场，主讲老师徐玲玲带领她
的团队以言传身教、生动活泼的形式，从
仪表仪态礼仪、交谈礼仪、社交礼仪、公共
场所礼仪五个方面，对礼仪进行了讲解。

徐玲玲是国家一级编导、教授，现任
亚洲模特协会中国委员会副主席、海南省
职业模特协会会长。

据悉，此次讲座也是省群众艺术馆
开办群众文化大讲坛以来的第8期，以
后每月第一周与第三周还会陆续为群
众奉上有关传统文化、艺术欣赏、养生
保健等各类主题的精彩讲座。

海南群众文化大讲坛为民讲礼仪

新华社哈尔滨8月6日电（记者强勇）由文
化部和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三十二届
中国·哈尔滨之夏音乐会暨第十一届全国声乐比
赛6日开幕，来自国内及美国、俄罗斯、德国、奥地
利等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音乐人参会献艺。

记者从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组委会办公室了解
到，第十一届全国声乐比赛分为美声、流行、民族、
合唱四种唱法，参加初赛的选手共1017人，包括
367名个人选手和13支合唱队伍。

本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期间还将举行勋菲尔
德国际弦乐比赛、国际手风琴艺术周等另两项重
要赛事。此外，英国皇家爱乐乐团、美国铜管五重
奏、俄罗斯功勋歌唱家独唱音乐会等专场演出轮
番上演，中外顶级音乐团体将同场竞技。

自2008年起，曾推出过阎维文、幺红、戴玉强、
吴碧霞等一大批优秀歌唱家的全国声乐比赛落户
哈尔滨，此后固定在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上举行。

全国声乐比赛开幕

新华社沈阳8月6日电（郭毅 徐
扬）“钢铁侠”“海贼王”“黑子哲也”……
正在举办的第六届中国（沈阳）动漫电
玩博览会上，国外形象的各式动漫形象
衍生品受青睐，而土生土长的国内动漫
形象却难觅踪迹。专家认为，当前中国
动漫产业总体上是“重在代工，轻于原
创”。靠“拿来主义”混日子，恐怕就只
能长期呆在动漫产业的下游了。

记者在博览会看到，超过三分之二
的展区都在售卖“动漫衍生品”：一支

“海贼王”图案的书签25元、一套《黑执
事》明信片20元、印有“高达”“黑子哲
也”等动漫人物形象的文化衫每件100
元……在一家动漫展台，7寸日本漫画
剧照与普通木质相框组合而成的简易
动漫衍生品也卖到25元。

在一家售卖美国动漫《钢铁侠》衍生
品的展台，记者看到一个20厘米高的“钢
铁侠”模型，标价120元。拿起来细看，外
包装上都是英文，看似原装进口，但店主

坦言：“是在国内厂商那里进货。”
在博览会上，随便拿起一件动漫衍

生品，外包装上往往写着“中国制造”，而
这些衍生品所反映的动漫形象和动漫元
素，却是来自日本和美国的动画片。很
少能看到国内创造的动漫形象衍生品。

一些参展商表示，在政府扶植下，
虽然国产动画片产量已经超过日本，也
创造了一些新形象、新故事，但能让观
众记忆深刻并具有广泛认知度、认可度
的还为数不多。动漫形象没有认可度，
动漫衍生品就没有市场。

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动漫产业总
产值为870.85亿元，有企业4600余家，从
业人数近22万人。鲁迅美术学院动画与
多媒体学部教师张璇认为，当前中国动漫
产业总体上是“重在代工，轻于原创”。

“原创一个动漫形象周期长、成本

高、风险大，而代工成熟动漫形象的衍
生品，风险小、收益回报稳定，不费脑
子。”张璇说，“动漫衍生品中国造”成了
十足的“短平快”项目。但从长远看，

“动漫衍生品中国造”不如“动漫形象中
国造”，靠“拿来主义”混日子，恐怕就只
能长期呆在动漫产业的下游了。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动漫界也曾诞
生过像上世纪80年代的葫芦娃，90年
代的舒克和贝塔，以及现在的喜羊羊这
类深受喜爱的动漫形象，但像这样成功
的动漫形象还是屈指可数。

一些参展商表示，国外动漫形象能
够深入人心，并适合打造成动漫衍生
品，不仅因为画工和造型上的精巧美
观，更是靠扎实的故事和创意打动人
心。这也是当下中国动漫业所缺乏的。

张璇认为，中国尚未建立对动漫质量
的有效评估机制，政府对动漫企业的补贴
只能“以数量论英雄”，政府对于动漫产业
发展的政策扶植方式亟须改进。

中标公示
和风·家园项目（一期）勘察、设计招标，已于2014年8月6日在海

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完成了开标、评标工作，现将中标候选人
公示如下：

勘察标：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有色工程勘察设计院
第三中标候选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西安勘察设计研究院

设计标：第一中标候选人：北京清城华筑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北京腾远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深圳华森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2014年 8月 7日至 8月 11日），如有异
议请在公示期内向广东中量工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投诉，电话：
0898-66191676。

海南发展控股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4年8月7日

受委托，我公司将在三亚市山海天五星级大酒店二楼会议室对
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拍卖标的：发电
机组、中央空调、电梯设备、保龄球设备、消防设备、桑拿设备、锅炉、
程控交换机系统等酒店物品；参考价 180万元；竞买保证金 100万
元。二、预展时间及地点：8月9号至8月13号标的所在地。三、拍卖
时间和拍卖地点：2014年8月15日9：30分在三亚市山海天大酒店二
楼会议室。四、竞买登记手续：有意竞买者可凭身份证向我公司报名
登记，同时交纳竞买保证金 100万元办理竞买协议书和竞买须知，竞
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 2014年 8月 14日。户名：海南源丰源拍卖
有限公司；开户行：建设银行海南分行海口国贸支行；帐号
46001003636050011509；注明项目的保证金。五、拍卖方式：本次拍卖
采用现状整体净价进行公开拍卖，竞买协议中须事先填报价格，不到
保留价将延期拍卖。咨询电话：0898-68580009、13876810509

海南源丰源拍卖公司旧货拍卖公告
（0801期）

海口市龙华区卫生监督所在打击非法行医执法工作中，下列非法行医
人员拒不履行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规定的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的规定，我局现对下列人员下达催告书送达公告，公告内容如下：黄
章焕，男，身份证号：460021195507114235，你尚未履行我单位于2014年4月
8日对你做出的海龙卫医罚【2014】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
现依法对你送达海龙卫医催【2014】11号催告书。黄燕，女，身份证号：
460004198908010020，你尚未履行我单位于2014年4月8日对你做出的海
龙卫医罚【2014】1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现依法对你送达
海龙卫医催【2014】13号催告书。上述催告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你对本催告书有异议，可在收到本催告之日起10日
内到海口市龙华区卫生局进行陈述和申辩。你如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本行政机关地址：海口市龙华区
龙昆北路19号龙华区政府1号楼432房。联系人：许赞 电话：66719701

海口市龙华区卫生局
2014年8月7日

海口市龙华区卫生局催告书送达公告中标公示
工程名称：市天涯中学建设项目施工招标
招标人：三亚市教育局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第一中标候选人：江苏中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马峰
第二中标候选人：福建泉州市二建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郭灿忠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黄国银
开标时间：2014年8月5日15:30时
此中标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若对上述公示有异议，可到市行业

行政主管部门（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进行质疑。
招标人：三亚市教育局
二0一四年八月七日

招标公告
1、项目名称：三亚市创意产业园23号路市政工程项目勘察招标；

2、招标人：三亚市创意新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3、招标代理机构：三
亚标诚建设工程招标代理咨询有限公司；4、建设地点：三亚市创意产
业园的西南侧，起点靠近宁远河出海口，终点港口路。5、工程概况：
项目全长约3300米，道路红线宽9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
管道工程、交通照明工程和桥涵工程等。工程勘察费估算：
200000.00元；勘察期限：30 日历天；6、申请人资格要求：具有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勘察乙级及以上资质的
国内勘察单位，项目负责人须具备中级及以上职称的注册岩土工程师
执业资格。7、项目实行网上报名及发售招标文件，于2014年8月7
日至11日在三亚市政务中心公共资源交易网进行报名。招标文件每
套售价500元，售后不退。8、具体要求详见三亚市政务中心公共资源
交易网和《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和《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9、联系
人：但先生 电 话：0898-88275788

2014年8月7日

招标公告
招标单位：海南省三亚监狱。
代理机构：广州宏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三亚监狱警官公寓3期室外工程。
招标范围：室外土建工程及室外安装工程。
资质要求：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

包叁级或以上资质，项目经理具有市政公用工程专业贰级或以上
注册建造师资格，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承担本项目施
工的能力；省外建筑企业具备《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
手册》；

报名要求：请投标人于2014年8月7日至8月13日上午09：
00-12：00时，下午15：00-17：00时持单位介绍信到海口市玉沙
路城中城小区A座1004房报名及购买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每套
售价500元，售后不退。（详细公告见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

联系人：林工31585676

东方山海湾项目位于东方市火车站出口路南侧，总用地面积为

165145.33平方米，在容积率不变的前提下对该项目的部分户型进行

优化，根据《城乡规划法》及《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相关规定，现进行

批前公示，公示时间为7个工作日，详情请登录东方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dongfang.hainan.gov.cn）。意见反馈方式：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376355830@qq.com；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南省东方市东港路住建

局，邮政编码：572600。如有要求听证请在公示期间以书面形式或电

子邮寄反馈到我局，个人意见反馈请注明联系方式、单位反馈意见并

加盖公章，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和自动放弃听证权利。

东方山海湾建筑设计
局部变更方案公示

东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4年8月6日

招标公告
一、招标人：海南中远博鳌有限公司。二、项目名称：博鳌亚洲

论坛永久会址二期项目水冷变频螺杆式冷水机组采购安装工程。
三、建设地点：海南博鳌东屿岛。四、招标范围：变频冷水机组供应、
安装、调试等内容。五、资格要求：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2、注册资
金不少于100万元；3、类似工程业绩不少于3个。六、招标文件的获
取法定代表人或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人带：营业执照、企业资质证书、
安全生产许可证于2014年8月7日-8月11日每日8:30-18：00到
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二期项目部购买，200元/套。七、发布媒体：
海南日报、中国招标与采购网。详见招标文件。八、联系方式：余先
生 0898- 62693958 监督电话 0898- 62691585 投诉电话
0898-62691559

海南中远博鳌有限公司
2014年8月6日

第六届中国（沈阳）动漫电玩博览会显示

动漫电玩界难觅中国原创产品

据新华社电（记者张超群）漫威和
迪士尼最新合作的3D影片《银河护卫
队》本周开画以绝对票房优势取得周末
三天票房冠军，创下北美8月上映影片
开画票房之最。

《银河护卫队》1日在北美4080家
影院开画，上映三天获得9400万美元
票房收入，远超过片方之前预测的
6000万至7500万美元，成为北美8月
开画收入最高的影片，也是2014年继
《变形金刚4：绝迹重生》和《美国队长
2》之后开画收入第三高的影片。

作为钢铁侠、蜘蛛侠、雷神等众多
超级英雄的创造者，漫威影业出品的英
雄角色扬威2014年的北美电影市场，
一年中《美国队长2》和《银河护卫队》
两部影片位列开画前三证明了漫威与
迪士尼成功的合作模式。

根据电影市场调查公司的在线统
计显示，观众给《银河护卫队》打出了

“A”的评分，著名影评网站“烂番茄”也
开出高达92％的好评。

法国著名导演吕克·贝松上映一周
的影片《超体》本周票房收入下滑
58％，获得1830万美元，位列第二。虽
然影片第二周票房受《银河护卫队》的

冲击，但美国当红女星斯嘉丽·约翰逊
和老牌黑人影星摩根·弗里曼的组合在
10天里为该片赢得7960万美元的收
入，与4000万美元的拍摄成本相比几
近翻番。

本周另一部新片，由环球影业发行

的《激乐人心》以低于预期的1400万美
元开画票房位列第三。这是一部美国灵
魂音乐教父詹姆斯·布朗的传记影片，由
黑人影星查德威克·博斯曼主演。影片
在“烂番茄”网站获得77％的好评，观众
为影片打出“A”的高分。

《银河护卫队》领跑北美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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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律师》剧照

《银河护卫队》剧照

参观者经过参展的变形金刚模型 新华社记者 姚剑锋 摄 参观者和动漫人物造型合影 新华社记者 姚剑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