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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商业广告60元、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买五送二

海南日报广告中心 地址：金盘路3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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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地区发行站办理《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特区文摘》、《证券导报》、《法制时报》等报刊的征订、投递、零售和会议用报等业务，办理分类广告、旧报回收及其它业务。

区域 13976322100
文昌 13307616119 琼海 18976113800
万宁 13976065704 定安 13907501800
屯昌、琼中 13907518031

东部 南部区域 18976292037
三亚 13976599920
乐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5595978777
陵水 13976578108

西部 区域 13876071190
儋州 18876859611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澄迈 13005018185
临高 18608965613

广告热线电话：66810111 三亚：18976292037
国贸站 68553522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白龙站 65379383
琼山站 65881361

新华站 66110882
白坡站 65395503

秀英站 68621176
海甸站 66267972

▲海南惠农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中国工商银行开户许可证一
本，核准号：J6410004546502，声
明作废。
▲严春雅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证
件编号：461313900262，声明作
废。
▲海口琼山三建工程公司遗失营
业 执 照 副 本 2- 2，证 件 编 号 ：
460100000043110，特此声明。
▲海南中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不
慎丢失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一本，
证书编号为 469027200800049，
现声明作废。
▲三亚前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60200000171128，声明作废。
▲王广森遗失身份证，证件编号：
460027199310080613，特此声明。
▲海口秀英徐桂仙杂货店遗失税
务 登 记 证 副 本 ，证 件 编 号 ：
362323196007040227，特此声明。
▲文昌市铺前镇后坡幼儿园遗失
餐饮服务许可证，证件编号：琼餐
证字（2012）第469005000057号，
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我爱我家家具商场遗
失工商营业执照正本，证件编号：
460106600016472，特此声明。

公 告
海口海圣源旅行社有限公司经全
体股东决议，法定代表人由原崔璐
变更为谢文盛，股东由原崔璐、王
爱荣、钟昌恩变更为：海峡两岸(海
南)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吕静。请
债权债务人自登报日起30天内到
我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海口海圣源旅行社有限公司

公 告
海南中原物业代理有限公司，海口
睛鹰贸易有限公司，海口金长盛实
业有限公司，海口康兆置业有限公
司，海口百之顺汽车代驾有限公

声 明
经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且经
工商部门批准，海南力神投资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力神咖啡饮品
有限公司及海南力神营销有限公
司等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
长/总经理，现已变更为李豫先生；
同时，上述三公司原使用的印章
（包括公章、合同章）自本声明刊登
之日起均告作废，经公安部门审查
备案后将启用相应的新印章。特
此声明。
海南力神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口力神咖啡饮品有限公司
海南力神营销有限公司

2014年8月22日

注销公告
海口正元鸿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拟向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
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土地权利人变更公告
椰林镇解放西路陵国用（陵城）字
第01444号权利人林尤雄，因名称
登记错误，现更名为林友雄。如有
异议者，请自公告之日起7天内书
面告知我局。逾期将按规定更名
登记。
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4年8月22日

▲文昌万山畜牧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合同专用章，声明作废。
▲海南惠农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一本，营业执照
副本（2-1、2-2）二本，注册号：
460000000152021，特此声明。
▲海南惠农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一正一副各
一本，代码证号：767497964，特此
声明。
▲海口金长江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银达贷款
省金融办批准的正规贷款公司

专业办理贷款 利息低 可当日放款

国贸玉沙路66775888 13907566137

省金融办批准的专业贷款公司

衍宏小额贷款
60826000 15595632361

海口市万国大都会B座13楼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首家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历经 20 年诚信创业，已

在海口三亚北京上海深圳等地设

有 20 家分公司，现为开发商办理

土地、房产项目大额贷款。并办理

个人房产汽车证券黄金等小额贷

款。海口：国贸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
电话：88558868 13518885998

武汉大学本科班招生
13876008159谭13005073688黎

海南时代广场写字楼招租
28层北侧，面积845m2

电话 13876696005 杨先生

求购医药公司
13907529828，联系人:钟先生

海南地矿建设有限公司招聘
岩土工程及相关专业本科，中级职

称，在海南参加岩土工程勘查报告

编写3年以上工作经历，年薪10万

以上，五险一金，单位有不定期分

房福利。赵红电话66823473 邮

箱：zhao8159@163.com

司，海口鸿和悦拆迁工程有限公
司，以上六家公司现需要重组变更
股权及法人，凡涉及以上六家公司
债权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刊
登日起30日内持有关证件到我处
办理相关事宜，逾期后果自负。林
先生13111983366

海南中原物业代理有限公司
海口睛鹰贸易有限公司

海口金长盛实业有限公司
海口康兆置业有限公司

海口百之顺汽车代驾有限公司
海口鸿和悦拆迁工程有限公司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
各类大小项目融资贷款 三百万起

贷 地域不限 企业 个人均可、手

续简单、放款快。代打全国各类

保证金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成都锦江区新光华街7号

衍宏担保
费用低 放款快

万国大都会66688001 13976807830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白
瀛）正在北京拍摄的都市情感
电视轻喜剧《待嫁老爸》中，王
志文饰演一位“待嫁老爸”，不
仅要单身抚养处于叛逆期的女
儿，还要同时面对朱丹、陈好、
刘蓓饰演的三个不同类型女人
的“情感夹击”。

20 日 在 京 召 开 的 发 布 会
上，该剧导演曹慧生介绍，剧中
主人公牙医东风（王志文饰）离
异多年，独自抚养女儿黛黛；黛
黛希望撮合杂志社女编辑苏简
（朱丹饰）和父亲重组家庭，却
不料亲妈程春红（刘蓓饰）归国
创业，女艺人文雅（陈好饰）偶

王志文
演电视剧

《待嫁老爸》
遭遇三个女人“情感夹击”

本报讯 继蒙曼、纪连海
坐镇江西卫视周日晚间档《挑
战文化名人》节目之后，央视
原主持人、现任北京大学新闻
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的阿忆也
参与了该节目的录制，但最后
他被草根选手逆袭了，阿忆坦
陈：被逆袭比较狼狈。

由于阿忆是目前唯一一位
并非专攻史学的应战文化名
人，因而有选手表示，挑战阿忆
有信心，会在阿忆这里逆袭成
功。阿忆录制完节目后也表
示：“这档节目充分说明，文化
名人不是不可以挑战的，我本
人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参加这
个节目时，我只有50%的自信
心。被逆袭是比较狼狈的，也

早预知到会有些狼狈。”阿忆解
释称，他录制《挑战文化名人》
时比较紧张，总在想如果比赛
输了的话怎么和人家解释呢？
事实上真的输了，只能解释为
自己年纪大了，反映比较慢。

不过阿忆称，其实在国内最
早做文化节目就是他本人：“我
做文化节目是10年前，那时我
就一直认为，文化节目可以不那
么严肃。在陈述和组织的过程
中，可以有一些通俗、娱乐的元
素，让更多的人接触。”阿忆还解
释了国内外文化节目有差异的
原因，“国外文化竞技类节目也
很火，节目形式设计大体相同，
但巨奖诱惑却差很大，这主要是
受政策的限制。” （钟新）

参加《挑战文化名人》节目录制

阿忆：被逆袭比较狼狈 据新华社哈尔滨8月23日电（记者辛林霞）
记者日前获悉，电视连续剧《大江作证》已于7月
初在黑河开拍，预计10月底杀青。

《大江作证》原型源于黑龙江省黑河地区振边
酒厂的传奇故事，通过讲述梁浩天父子创办振边金
厂和振边酒厂创业过程中轰轰烈烈、几死几生开创
民族工业的故事，将小人物命运融入大时代背景，
描写普通人在历史变迁下的陷落、抗争与希望。

该剧由乙福海和常玉昌联合编剧，李文岐任
总导演，邀请国内外演员史光辉、王洛勇、高强等
人加盟。该剧为国家广电总局2013年度影视精
品创作重点项目，并荣获2013年全国优秀电视剧
本评选优秀剧本奖。

电视剧《大江作证》
在黑河开拍
讲述中俄边境民族工业兴衰

本报讯 由华策影视联合now TV出品，林
峰、王珞丹领衔主演的历史大剧《卫子夫》正在浙
江、东方、安徽三大卫视热播，首播第二天便一举
夺得收视冠军，全网播放量已近7000万次，成为
暑期档又一大热剧。

据介绍，该剧还汇聚了周丽淇、徐正曦、沈泰、
陈莎莉、俞小凡等一系列实力派明星，而饰演卫子
夫的王珞丹和饰演汉武帝的林峰，再度成为了观
众和网友热议的焦点。巧合的是，这部《卫子夫》
不仅是王珞丹暌违3年之久的新剧，也是因刚与
TVB解约而备受关注的林峰再披龙袍饰演帝王
的新戏，两人携手霸气回归，被网友誉为“收视帝
后”组合。

据统计，《卫子夫》开播首日就收视破1%，开
播第二日更一举成为收视冠军，不少业内人士及
观众大胆推测，凭借该剧过硬的质量，收视还会继
续看涨，后势不容小觑。 （欣欣）

《卫子夫》收视夺冠

新华社呼和浩特8月23日
电（记者于嘉）记者从内蒙古自
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有
关部门获悉，一部反映草原留守
儿童成长历程的电影《城市，阿
爸收》8月22日在巴彦淖尔市
乌拉特后旗潮格温都尔山开机。

这部电影以草原流行歌
曲《鸿雁》为主题曲，剧情以牧
区为背景，通过小女孩鸿嘎鲁
一遍遍给远在城里打工却未
留下详细地址的阿爸写信，邮
递员不忍将小女孩的“天真”

戳穿等感人故事，呼吁全社会
关爱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

据了解，这部电影由内蒙
古大自然影视有限公司、乌拉
特后旗党委宣传部、内蒙古博
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摄
制，由国家一级导演闫文澜担
任总导演，编剧温都斯是乌拉
特后旗蒙古族中学的高级教
师，其剧本取材于草原留守儿
童原型，并获得2011年度全国
夏衍杯电影文学大奖赛创意奖
二等奖。

电影《城市，阿爸收》
在内蒙古开拍

本报海口8月23日讯（记
者陈蔚林 实习生张林）今天上
午，一部以中国传统孝道为题
材、体现海南敬老爱老社会风
气的系列公益微电影《海南长
寿岛》之《椰子阿婆》，在省托老
院举行开机仪式。省民政厅、
省老龄办、省老龄事业发展促
进会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及各界
人士到场祝贺。

据介绍，该系列公益微电影
由省老龄办、省老龄事业发展促
进会和海南象形文字影业公司
联合出品，第一期计划拍摄10
部，今天开拍的《椰子阿婆》是其
中之一。该片讲述的是一对海
口青年夫妻在男方身患重病的

情况下，收留了一位迷路走失的
阿婆，在倾力帮其寻找亲人的过
程中，几人之间产生了感人的亲
情故事。其余9部微电影，虽讲
述的故事各不相同，但与《椰子
阿婆》一致的是，都洋溢着浓郁
的海南风情，不仅故事题材、拍
摄场景等均选自海南，且制片、
编剧、导演、演员等主创人员也
全部来自海南本土。

出品方介绍，该系列微电
影意在唤起全社会对老龄公
益、老龄事业的关注，同时有
利于宣传和推广“海南长寿
岛”美名，带领观众领略海南
的美丽风光、宜人气候和敬老
爱老的社会风气。

系列公益微电影
《海南长寿岛》开机
第一期计划拍摄10部

据新华社电（记者白瀛）第12届中国长春
电影节将于8月24日至31日举办。本届电影
节“金鹿奖”主竞赛提升了参赛门槛，要求参赛
影片必须是已在院线放映并票房表现良好的华
语故事，以期待走出尴尬境地。

长春市副市长张晶莹介绍，本届“金鹿奖”有
15部影片入围：《归来》《激战》《无人区》《青春派》
《白日焰火》《扫毒》《一号目标》《西藏天空》《同桌
的你》《索道医生》《救火英雄》《中国合伙人》《风云
1927》《北京爱情故事》《狄仁杰之神都龙王》。

张晶莹说，本届“金鹿奖”提升了参赛门槛的
努力，旨在兼顾影片思想性、艺术性的同时，更加
重视群众认可度。

创办于1992年的长春电影节，近年来和金鸡
百花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及
华表奖评选相比，由于缺乏特色，影响力正日渐式
微，因此主办方从本届起开始寻求突破。

长春电影节今天开幕
15部影片入围“金鹿奖”

春晚组合开心麻花拍电影
爆笑喜剧片《夏洛特烦恼》开机

本报讯 由开心麻花、新丽传媒共同出品
的电影《夏洛特烦恼》于近日开机。该片由屡
创票房纪录的同名话剧《夏洛特烦恼》改编，由
春晚黄金组合开心麻花成员闫非、彭大魔执
导，沈腾、马丽等领衔出演，并有多位神秘明星
倾情加盟。

据介绍，开心麻花自2003年成立以来，已
经出品了21部舞台剧，部部堪称精品，秉承着

“为人民娱乐服务”的宗旨，给观众带来了无尽
欢乐。而电影《夏洛特烦恼》由其同名话剧改
编，该话剧也是开心麻花系列经典中票房最高
的一部，已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杭州等多
个城市共计演出约300余场，屡创票房佳绩。

作为开心麻花的首部大电影，《夏洛特烦恼》
的主创基本延用了开心麻花的原班人马，以延续
其一贯的爆笑风格和原真本色。电影讲述的是
沈腾饰演的“夏洛”，因为一场梦境回到了高中的
课堂上，从而开始了新的玩酷人生，最终却发现
真爱就在身边，这个故事试图让观众从“笑泪齐
飞”中感触到人生中被忽略的温暖点滴。

在剧组日前曝光的一组开机剧照中，沈
腾、马丽、王智、宋阳、艾伦等主创们身穿浓郁
青葱感的校服，或恶搞或呆萌或羞涩，以各种
搞怪的形象出现在课堂上，并通过纸牌的形式
向大家宣告“夏洛特烦恼开拍啦”。这组创意
十足的怀旧照片，仿佛也带大家重返校园，回
忆起同学之间相处的欢快时光。影片中人物
丰富，特点鲜明，而这不同的造型也恰好代表
了不同角色的个性。

据悉，电影《夏洛特烦恼》的导演闫非、彭大
魔也是近几年开心麻花所有春晚小品的导演和
编剧，被誉为春晚新生代中的黄金组合。对于首
次执导电影，两位导演都非常慎重，善于制造笑
料的他们透露，新片会让欢乐融化观众。（欣欣）

遇东风后也一见倾心——三个
女人以不同的角色出现在东风
的生活之中，使他的人生异彩纷
呈，也使黛黛幸福地拥有了亲
妈、后妈、干妈三个妈妈……

曹慧生导演特别强调，电视
剧《待嫁老爸》聚焦了很多当下
的热门话题，意在展现婚姻、情

感、教育、名利、事业等对于当下
中年父母和青年子女的影响以
及中年父母面对再婚的各种情
形，戏剧意味浓厚的同时也十分
紧贴当下大众生活，把“50 后”

“60 后”“70 后”“80 后”“90 后”
都串在了一起。

该剧将于10月上旬杀青。

新华社北京 8 月 23 日电
（记者白瀛）总制片人胡杨23日
在京宣布，少数民族题材立体电
影《楼兰》将于近期在新疆开
机。该片讲述了丝绸之路上神
秘传奇国家楼兰国由美丽富饶
到衰败破落、最后灭亡的故事，
主创团队来自中美法日四国。

胡杨介绍，影片中，楼兰女
王为捍卫爱情发起战争，在人
性、谎言和人物命运的起伏波澜
中，故事中的每个人身上都展开
了一场美丽与丑恶，忠诚与背

叛，放弃与坚守的博弈，在悬念
叠生的布局中，最终引发出一幕
幕爱恨情仇……

“这个电影的主题是：人类
如果不克制贪婪的欲望，不保护
生态环境，今天的地球很有可能
变成明天的楼兰。”胡杨说。

影片由新疆区委宣传部、区
新闻办、兵团党委宣传部、区民
委、区公安厅、区文化厅、区新闻
出版广电局、区旅游局、区文物
局等单位联合摄制，将于2016
年初上映。

立体电影《楼兰》
聚焦丝路上的故事

据新华社电（记者程迪）为纪念邓小平诞辰
110周年，影片《出山》22日在江西小平小道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开机。影片由马少骅、唐国强、刘
劲、宋晓英、尚铁龙、郑卫莉、许歌等主演，预计年
底与观众见面。

影片《出山》由曾拍摄过《孔繁森》等经典影片
的导演王坪执导，《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编剧董
哲执笔剧本创作，会集了实力派演员。

王坪介绍说，影片将全方位艺术再现邓小平
上世纪30年代、70年代两次在江西落难并重新
崛起的传奇经历，讴歌邓小平实事求是、愈挫愈
奋、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作风和情怀。

在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饰演邓小
平的马少骅表示，能在电影《出山》中饰演邓小平
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压力；他将深入研究角
色，怀着对一代伟人的敬仰和对那段历史的尊重
全情投入创作中。

《出山》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江西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等
共同指导，山东电影制片厂等单位联合出品。

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

影片《出山》江西开机

《夏洛特烦恼》剧照 《夏洛特烦恼》剧照

《待嫁老爸》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