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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小灵通用户：

由于小灵通设备供应和技术支持等原因，小灵通的网络

运行和服务质量难以保证。为提供更好的通信服务，我公司

将进行服务升级，自2014年 10月 1日起由更先进的移动网

络承接小灵通服务。请小灵通用户在2014年9月30日之前

持机主有效证件到指定营业厅办理升级手续，并可享受相应

的升级优惠。详情请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10000。

我公司将继续秉持“用户至上，用心服务”的理念，保障用

户权益，为广大用户提供优质服务。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日

敬 告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在执行（2013）龙执字第4590号海口真诚典当

有限责任公司与海南良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海口
市美兰区人民法院在执行（2014）美执字第415号马越与王爱娃、边章利
借贷纠纷一案中，受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由我公司对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公开拍
卖：1、海口市白坡里213-1号良缘公寓B-301号房，建筑面积82.83m2，房
产证号为HK098778号。第三次拍卖参考价：28.8万元，竞买保证金7万
元。2、海口市文明东路 206-1号海润花园 A栋 505房产，建筑面积
82.55m2，房产证号为HK185853号。第二次拍卖参考价：39万元，竞买保
证金10万元。拍卖时间：2014年9月18日上午10：00；拍卖地点：海口市
国贸大道48号新达商务大厦2803室；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见报之日起
至2014年9月15日17时前（以款到账为准）；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
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4年9月16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
续；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海口分行；银行账号：34010155260000167；缴款用途处须填明：
（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34、37号（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特别说明：
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拍卖机构：海
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898-68539322 15120736791；海口市
中级人民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0691。

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34、37号海南鼎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26号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办理的(2013)美执字第1822号徐芬与

刘国胜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受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经海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由我司对下列涉
案需变现财产于2014年9月19日 上午10时在我公司拍卖大厅按
标的物现状进行公开拍卖：海口市海甸岛友合金城A栋802号房产
（证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056826 号），建筑面积
167.49m2，参考价为 85万元。竞买保证金 20万元；现将第三次拍
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
起至2014年9月16日12:00止；2、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
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海口分行；账
号：34010155260000167；3、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4）海中法拍
委字第 26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4、特别说明：房产过
户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地址：海口市国贸路 47号港澳（申
亚）大厦 25楼；电话：0898-68585002、13976739158；海口市中级
人民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0691

招标人：海南海洋地质后勤服务有限公司。招标代理：上海容基
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项目名称及概况：汇水湾公寓景观绿化工
程。位于海口市金盘路 36号，建设内容：小区围墙、大门、道路、铺装、
小品、园林照明、绿化种植及喷灌（含给排水、浇灌系统）等工程。招
标控制价为 3577481.76元。计划工期：90日历天。招标范围：景观绿
化工程施工。资格要求：具有城市园林绿化三级或以上资质，拟派项
目经理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二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及有效的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经理。省
外建筑业企业须具备《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且
业务范围符合本项目资质要求。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招标文件的获取
2014年 9月 2日至 9月 8日（法定公休日、节假日除外）9时-17时，携
带法人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
许可证，项目经理的建造师证、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证，省外企业
还须提供《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以上资料验原
件收加盖公章的复印件)，在海口市世贸中心 F座 908室上海容基工
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购买招标文件。文件每套 800元，售后不退。图
纸押金 2000元。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为 2014年 9月 22日 9时 0
分，地点为海口市世贸中心F座 1905室。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招标公
告在《海南日报》、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上发布。联系方式：招标人：
陈先生 0898--66821693。招标代理：曾先生 电话：0898--68507299

招标公告

本报海口9月1日讯（记者卫小林）
“9月份30天就有30部新片上映，平均
每天都有一部新片开画，真的可以说是
精彩纷呈！”海南中视院线负责人今天下
午告诉记者，“一般来说，上映新片越多，
好像影片质量就一般般，但今年9月份不
同以往，至少有4部进口大片相当值得观
看，还有四五部国产片也颇有看点，这就
使得9月这个前有暑期档、后有国庆档的
档期不再成为一个冷档期了。”

据介绍，9月份最值得观看的进口
大片包括《敢死队3》、《分歧者：异类觉
醒》、《不惧风暴》、《空中营救》等，这也是
全月票房高产的保障性影片。国产片也
不示弱，特别是宁浩执导、徐峥和黄渤联
手领衔主演的《心花路放》最受观众期
待，“也是最有卖相的影片，因为他们两

人联手主演的影片越来越卖座。”中视院
线负责人说。此外，还有陈可辛执导、赵
薇领衔主演的《亲爱的》也看点多多，当
然，有众多明星主演的《一生一世》、《有
一天》以及电视剧大腕导演赵宝刚执导
的第一部电影《触不可及》等片，也都承
载着许多国产电影的新追求，值得观看。

除了这些进口和国产重量级影片
外，还有20多部中外新片也不容小觑。
国产片方面，俞灏明受伤复出后主演的
第一部影片《大峰祖师》就将于9月5日
上映，“翠花上酸菜”的“发明人”、音乐
评书的创造者雪村自编自导自演的新
片《卧龙岗》也将同一天献映；郑佩佩、
原子鏸母女和吕小龙领衔主演的《黎明
之眼》则将于9月18日上映；唐昱、段浩
晟、刘玉婷主演的《魔都爱之十二星座》

将于9月19日上映；张力和包小柏领衔
主演的《诡八楼》，期待着继续暑期档里
同类型影片《京城81号》的卖座奇迹；而
袁咏仪和高圣远主演的《死亡派对》也
有一定新追求。

进口片方面，更是难得的有了印度
片、法国片、韩国片同月上映的格局。
首先，9月5日将上映印度片《动物也疯
狂》；其次，9月12日将上映法国片《美
女与野兽》；再次，9月16日将上映韩国
片《绝密跟踪》，可谓在进口分账大片之
外，大大地丰富了银幕内容。

另外还有一部值得特别关注的影
片，它就是中国、美国、法国合拍的影片
《绝命逃亡》，将于9月26日上映，它拥
有中国影星刘亦菲、美国影星尼古拉
斯·凯奇，虽然该片在美国票房表现并
不理想，但在中国或许会有翻身可能。

本报讯 今年5月在韩国首尔举
行的第4届亚太小姐世界大赛上，首次
有缅甸小姐参加比赛，而且最终居然就
由缅甸小姐美蜜雅娜摘下了后冠。没
想到主办方随后接到多宗投诉称其提
供的资料不实，且素质低劣，主办方宣
布取消美蜜雅娜的冠军资格后，她却带
着价值10万美元的冠冕“人间蒸发”，
疑似回到缅甸后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
其行为让韩国主办方傻了眼。

据悉，缅甸小姐美蜜雅娜在比赛中
高唱韩国歌曲，一鸣惊人。这届亚太小
姐世界大赛，也是缅甸首度有选手参
加。而1995年出生的美蜜雅娜，身高
1.72米，曾留学美国，英语流利，还弹得
一手好吉他，身材高挑，气质优雅，加上
多才多艺，最终让她一举摘下了后冠。

美蜜雅娜6月份风风光光地衣锦
还乡，受到乡亲父老热情欢迎，不料主
办单位接获检举，发现美蜜雅娜提供的
许多资料不实，说谎又行为不检，包括

主办单位只招待美蜜雅娜的母亲到首
尔旅游10天，结果她一住就住了3个
月。包括过去几届后冠得主，也指控美
蜜雅娜的所作所为让她们蒙羞，因此，
主办单位决定罢免她的后冠。而当时
美蜜雅娜正在韩国，她却马上带着价值
大约10万美元的冠冕回到缅甸后拒绝
联系，“人间蒸发”。 （钟新）

今年亚太小姐冠军被罢免

9月1日上午，柯震东到台北地
检署报到，依照侦办毒品案程序，检
察官将侦讯他吸食大麻的经过，并对
他进行尿液和毛发的采集，再依检验

结果处以观察勒戒。
台媒报道称，柯震东将被限制2

年内不能到内地发展，之后还将面临
台湾的司法侦办。 （钟新）

柯震东到台北地检署报到
2年内不能到内地发展

本报海口9月1日讯（记者卫小林
通讯员何姣）由海南中粮可口可乐携手
海南音乐广播、海南明珠广场投资有限
公司共同主办的2014雪碧音碰音歌唱
大赛海南区决赛，昨晚在海口明珠广场
落下帷幕。最终，3号选手冯书盈凭借专
业性强、难度高的一首《克拉玛依变奏
曲》折服现场的专业评审团，夺得海南赛
区冠军，她将于9月4日前往广州参加全
国总决赛，并争取签约索尼唱片的机会。

记者现场看到，总决赛于当晚8时
许开幕，14强选手集体登台，以一首激
情献唱的《我相信》拉开了总决赛战
幕。现场大屏幕上，一段充满梦想与感
动的短片回顾了参赛选手们两个月来
共同走过的点点滴滴。决赛赛制采用
传统的评委打分排位方式进行，第一
轮，14强选手通过“亲友团帮帮唱”的
方式演绎，然后由评委打分排位，前10
名进入第二轮比赛，各自单独演绎第二
首曲目，最终评出冠、亚、季军。

经过两个月的比赛，14强选手更在
决赛之夜拿出了看家本领。首轮比赛
中，14号选手张晓丹与闺蜜带来的《相
约九八》，重现了两位天后的经典作品，
让现场观众和评委意犹未尽；6号选手
卜晓月与小伙伴带来的变奏版《我的歌

声里》悠扬轻盈，让乐迷们享受到了另一
番滋味；被评委称为“海南小阿黛尔”的
13岁云意晴再次挑战经典，她献唱的
《If I Were A Boy》震撼全场。

在第二轮比赛中，被称为“有能量、
有温度”的4号选手黄煌以一首温情的
《剪爱》深深打动现场观众及评委，获得
海南赛区季军；13号选手雍晨晨以一
首《空城》获得海南赛区亚军；3号选手
冯书盈以一首专业性强、难度高的《克
拉玛依变奏曲》折服专业评审团，摘得
海南赛区冠军。9月4日，冯书盈将代
表海南赛区前往广州，参与雪碧音碰音
全民赛歌榜的全国决战，并且争夺签约
索尼唱片的机会。

海南中粮可口可乐总经理方翔表
示，雪碧品牌音乐一直为中国流行乐
坛加油助威，自2007年举办雪碧我
型我秀之后，2009年又举办了雪
碧飞扬新声，2010年举办了雪碧
名师高徒，2014年又举办了雪
碧音碰音，海南赛区每届都紧
跟全国步伐举办本地赛事，
为许多热爱音乐的年轻人提
供了一个梦想的舞台，他
预祝海南赛区选手在全国
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雪碧音碰音海南赛区决赛落幕
冯书盈夺冠并将参加全国总决赛

新华社长春9月1日电（记者赵梦卓）第十
二届中国长春电影节8月31日晚落下帷幕。在
颁奖典礼上，陈可辛导演的《中国合伙人》一举获
得最佳导演奖、最佳华语故事片奖等五项大奖，成
为本届电影节的最大赢家。同时，凭借影片《中国
合伙人》，黄晓明获得最佳男主角奖，佟大为获最
佳男配角奖，杜可风获最佳摄影奖。

本届电影节参赛参展影片征集工作于今年7
月启动，征集影片188部，经过初评后，确定15部
影片入围“金鹿奖”竞赛单元。

本届电影节组委会首次设立“华语电影艺术
成就奖”，特别授予吴思远、李雪健。同时“金鹿
奖”增设最佳青年导演处女作奖，由《北京爱情故
事》导演陈思诚获得；增设最佳视觉效果奖，授予
影片《狄仁杰之神都龙王》。

此外，巩俐凭借《归来》获得最佳女主角奖；
《西藏天空》的索朗卓嘎获得最佳女配角奖；最
佳编剧奖由《白日焰火》的刁亦男摘取；最佳音
乐奖颁给了《扫毒》中的尼古拉斯·艾瑞拉；评委
会特别奖授予《白日焰火》和《索道医生》。

长春电影节落幕
《中国合伙人》夺5奖

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记者白瀛）音乐人高
晓松1日在京宣布，他监制的爱情喜剧电影《北回归
线》将于10月10日起在全国公映。片中，李治廷饰
演的感情骗子跨越北回归线，与黄龄饰演的少数民
族“女汉子”陷入了一场充满惊喜的“感情骗局”。

高晓松介绍，影片男主人公李明（李治廷饰）为
救骗子同伙觅觅（吴昕饰），不得不跟随阿细族女孩
阿隆（黄龄饰）来到位于北回归线的云南红河，并要
在720小时内俘获其芳心。不料一向善于骗感情
的李明反被“女汉子”阿隆玩弄于股掌之间……

男主演李治廷生于1987年，2009年出道，第
一部电影《岁月神偷》，后主演《寒战》《一夜惊喜》。

女主演黄龄1987年生于上海，是流行乐女歌
手，曾出演《到阜阳六百里》《巨额交易》等电影。

高晓松喜剧片
《北回归线》定档10月
李治廷黄龄陷入“感情骗局”

9月平均每天一新片
徐峥黄渤主演《心花路放》最有卖相

本报海口9月1日讯 （记者许春
媚）2014年海口仲夏文艺季系列活动
之一的“欢乐海口·扬歌有约”全民歌
唱大赛年度总决赛，昨晚在海口望海
国际广场举行。经过激烈的角逐，赛
事最终决出了一等奖1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3名。

比赛当晚，本年度比赛中的6强
选手与往届获奖歌手一起，以演唱
活动主题曲拉开了本年度决赛的序

幕。总决赛分“爱海口”、“帮帮唱”、
“自选歌曲”三大环节进行，在经历
了赛区赛、晋级赛和定位赛以及半
决赛之后，选手吴春丽、许柯夫、周
江、艾薇、白云、李帅6位选手进入到
了年度总决赛。6 强选手在舞台上
大飚歌技，吸引了众多路人驻足观
看，精彩的比赛，也赢得了现场观众
的阵阵欢呼。

据介绍，2014年度“欢乐海口·扬

歌有约”寻梦60天全民歌唱大赛，是
“扬歌有约”改版后的第一季比赛，比赛
全程共设立三大赛区，每个赛区选出优
秀歌手后进入到在海口举行的年度总
决赛。总决赛采用现场乐队伴奏，经过
激烈角逐，最终决出了一等奖1名，二
等奖2名，三等奖3名。

另据了解，今后3年内，“扬歌有
约”这一活动还将开展“追梦”、“圆梦”、

“续梦”等梦想系列赛事。

2014海口仲夏文艺季活动之一

扬歌有约海口歌唱大赛收官
本报万城9月1日电（记者张杰 通讯员苏

雪梅）昨天上午，万宁市摄影家协会成立大会在万
城举行，同时举办了会员摄影作品展。

展览共展出万宁市摄影家协会53名会员的
作品，共计256幅，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名家现场
观摩并点评了参展作品。

据了解，这是继万宁“爱情海岸、福缘万宁”全
国摄影大赛、“万岁·万宁”专题摄影、中国摄影家
协会在万宁设立摄影创作基地后，万宁通过摄影
手段宣传万宁的又一新举措。

万宁市摄影家协会成立
并举办作品展

本报海口9月1日讯（记者陈蔚林）今天下
午，《天涯》杂志读者俱乐部首届文化沙龙在海口
举行，银川市文联主席、《黄河文学》杂志主编、著
名作家郭文斌应邀出席，与诸多文学爱好者围绕

“传统文化与当下道德建设”进行交流探讨。
“说到文化与道德建设，有人曾提出，您的作

品更像‘心灵鸡汤’而非文学创作，对此您怎么认
为？”沙龙伊始，《天涯》杂志主编王雁翎就对郭文
斌抛出问题。郭文斌的观点是，世间万物，与其属
性相比，功能更为重要。他举例：“一种水果是苹
果还是橘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否填饱肚
子。”郭文斌由此指出，文学存在的价值是为人提
供服务和正能量。

活动由《天涯》杂志社主办，省文化遗产研究
会承办。

《天涯》首办文化沙龙

本报海口9月1日讯（记者杜颖 实习生符
君）昨天下午，由省图书馆和海南出版社主办的

“书香童年”阅读活动之少儿经典朗诵比赛在省图
书馆举行。19名经过层层筛选的小选手登台决
赛，他们声情并茂地为观众朗诵《木兰辞》等中华
经典诵读篇章，博得观众、老师和家长阵阵掌声。

19名小选手经过精心准备，有的穿着古代服
装，全情投入诵读之中，《老子》、《弟子规》、《三字
经》等篇章，在他们的诵读下或激情飞扬，或清淡
儒雅，表现出了海口少儿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经典的浓厚兴趣，通过吟诵经典，提高了孩子
们的综合文化素质。

“书香童年”朗诵比赛举行

《敢死队3》剧照

《心花路放》剧照

《亲爱的》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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