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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卫小林）海口旅游文
化投资控股集团着力主抓的海口骑楼
改造项目再在文化挖掘上发力，记者日
前从该集团获悉，由该集团赵爱华、刘
涛、王南秋主编的《海口骑楼建筑立面
信息采集图册》、《海口中山路老字号》
两本新书，近日由海南出版社正式出版
发行，力推海口骑楼的迷人魅力。

翻看这两本新书，发现其中的《海口
骑楼建筑立面信息采集图册》对海口骑
楼的大量建筑立面进行了拍摄存档，书
中精美的照片和详尽的数据分析，对海
口骑楼众多不同样式的建筑立面进行了

悉数介绍，资料价值十分宝贵。全书分
建筑立面、女儿墙、券柱组合、栏板、窗、
灰塑和其他构件七个部分，内容详实，一
册在手，尽览海口骑楼历史风貌。

《海口中山路老字号》则是骑楼改
造过程中伴生的一个产物，由于这一项
目要求修旧如旧，因此改造过程中业主
单位挖掘了大量骑楼老字号的资料，至
今已经恢复了62块老字号字匾，虽然
还有20多个商铺的老字号没有搜集到
详实历史资料无法恢复，但该书却把海
口百年骑楼曾经有过的老字号进行了
详细梳理，其历史价值不可低估。

两本新书齐展海口骑楼魅力

本报讯 由洪金宝导演并主演，刘
德华监制并主演的动作大片《我的特工
爷爷》，日前远赴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
（海参崴）进行最后拍摄，9月21日，剧
组对媒体开放探班，宣布影片很快将完
成外景拍摄，明年暑期与观众见面。

洪金宝再执导筒

享誉香港影坛30余载的洪金宝，至
今主演了超过75部中外佳作，他曾凭
《七小福》荣膺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
角奖，并数次斩获香港电影金像奖及台
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动作设计奖项，堪称
华语影坛的全能型人才。而由洪金宝担
任动作导演的动作电影《东邪西毒》、《叶
问》系列等影片，更尽显了他对动作电影
的精彩贡献，其中一些动作桥段也一直
被广大影迷津津乐道。

时隔17年之后，洪金宝此番再度
担任导演，而本片优秀的剧本，则是吸
引他重执导筒的最大原因。据悉，影片
《我的特工爷爷》剧本曾在第三届北京
国际电影季电影市场项目创投环节获
得评委会特别奖。他在接受探班记者
现场采访时表示，初次看到这个剧本就
决心执导，该片不仅剧情扎实，情感描
写也同样出众，堪称近年来华语影坛少
见的剧本佳作。

刘德华突破形象

探班当日，剧组在片场拍摄的戏份
相当火爆刺激，刘德华在海参崴市中心
拍摄跳窗戏份，导演洪金宝坐镇现场悉
心指导影帝演出。

剧组负责人介绍，刘德华、洪金宝两
人也是多年之后再度合作，但两人依旧
默契十足。探班当天，刘德华在运动的
车内演出挣扎的内心戏，虽然这场戏并
无太多动作场面，但却堪称刘德华片中
的命运转折点。在逼仄的车内空间中，
相当考验天王的演技及导演的功力。

剧组透露，刘德华此番在片中扮演
起落魄父亲的角色，但对其他故事情节
却三缄其口。记者只获悉，平时总在银

幕上挑战自我的刘德华，此次在片中形
象相当“窝囊”——这位一贯在银幕上饰
演英雄的大男人，却颠覆到在片中频频

“挨打”，被人整得很惨。
剧组还透露，这一次，洪金宝、刘德

华两位影帝均在片中一人身兼数职。刘
德华不仅担纲主演，更继《风暴》之后再
度出任了影片的监制。

洪金宝演特工爷爷

据了解，《我的特工爷爷》讲述了退休
军官老丁（洪金宝饰）因“健忘症”弄丢了
孙女，因愧疚而回到了老家。邻居小女孩
春花（陈沛妍饰）因而成为了他的慰藉。
可是，女孩的父亲（刘德华饰）无意中却卷
入了当地黑帮团伙的争斗中。老丁为营
救春花挺身而出，也寻回了那份作为军人
的骄傲和弥补作为爷爷的过错。

在片中，洪金宝除了拿手的动作戏
外，更是一展细腻演技。面对现场媒体，
洪金宝对片中角色侃侃而谈，表示自己
除了银幕硬汉一面，此次演出定会让观
众看到自己温情细腻的另一面。

据悉，《我的特工爷爷》由安乐（北
京）电影发行有限公司、万诱引力电影有
限公司、映艺娱乐有限公司、北京数字印
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预计9月底正
式杀青，明年暑期档正式上映。 （钟新）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 通讯员林小
明）最近，由演丰中学退休语文教师、年
逾古稀的郑正美撰写歌词，省琼剧院琼
剧作曲家陆铭芳配乐的琼剧表演唱《演
丰赞歌》在演丰镇唱响，引起了当地人和
外来游客的极大兴趣，但局外人却不知，
这首琼剧表演唱来之不易，它凝聚着郑
正美对家乡文化建设的浓烈情怀。

据介绍，今年初，郑正美便将自己
创作的琼剧表演唱《演丰赞歌》歌词和一
封题为《让演丰旅游风情小镇欢乐起来》

的书信辗转送到了海口市美兰区有关
负责人手中，郑正美在信中结合演丰的
历史、现状、自然、民俗、旅游和人文等方
面提出了诸多设想与创意，并表示愿把
自己创作的《演丰赞歌》歌词奉献出来，
用于宣传演丰。美兰区有关负责人被
这位热心家乡公益事业的退休老师深
深感动，当即批示分管领导阅办。很快，
在美兰区文体旅游局和演丰镇委、镇政
府共同努力下，为《演丰赞歌》配乐一事
有了眉目。经演丰乡友学友联谊会积

极奔走，省琼剧院热心人潘心团协助，终
于邀请到了陆铭芳为《演丰赞歌》谱曲。

记者了解到，为了使《演丰赞歌》真正
唱响，相关各方又邀请了省琼剧院优秀青
年演员符传杰、林飞、林川媚、陈燕萍等担
任演唱，省琼剧院二团乐队精心伴奏，最
终完成了《演丰赞歌》CD碟的录制。

如今，琼剧表演唱《演丰赞歌》在演
丰镇景区不断播放，凡有文艺演出也会
演唱该节目，它成了宣传演丰旅游风情
小镇的又一张名片。

退休教师撰写歌词 琼剧作曲家配乐

《演丰赞歌》唱出爱乡情怀

本报讯 9月24日晚，江苏卫视《星厨驾到》将
迎来第二位踢馆明星，他就是台湾当红小生明道。

曾在国外学习厨艺的他，此番来到《星厨驾
到》也显得信心满满，一登场就放言“挑衅”众星
厨，扬言自己实力雄厚将成功踢馆。帅气如明道
这样的花样美男，自然也在现场女星厨中引发了
一阵骚动。一直“恨嫁”的贾玲更是屡屡示爱，一
场“四角恋纠纷”在星厨房中悄然上演。

《星厨驾到》开播至今，会做饭的男星厨们不
仅得到观众喜爱，也成了女星厨们追逐的对象。
性感健壮的朱孝天、诙谐幽默的九孔、博学多识的
刘一帆，无一例外地都被贾玲频频示爱，在节目中
暧昧互动。究竟明道在节目中是否踢馆成功，周
三晚的《星厨驾到》为您揭晓答案。 （欣欣）

明道参与《星厨驾到》

本报讯 全新家庭生活体验真人秀《明星到
我家》将于10月上旬登陆江苏卫视，这档真人秀
将颠覆以往嘉宾的家庭组合，女明星只身成为对
应农家的一员，在节目中的全新家庭关系考验下，
聚焦明星、农妇的新型婆媳关系。

据介绍，该节目有张柏芝、黄圣依、秋瓷炫、李
金铭四位人气女明星，她们将以“媳妇”身份“嫁入”
农家，与婆婆们同在屋檐下，与家人从陌生到相互
扶持，通过镜头记录她们真实的衣食住行。四位女
星的“婆婆”也个性十足，明星们将在日常生活中
慢慢与婆婆产生理解和共鸣，节目非常贴近生活，
也让明星们展现了最本真的一面。 （欣欣）

《明星到我家》聚焦婆媳

本报讯 第十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暨颁奖
晚会将于10月12日在长沙举行。入围“观众喜
爱的电视剧演员奖”的有24位，最终将选出8位
获奖演员，并由观众从这24位入围演员中通过全
民投票方式选出2名“最具人气演员奖”，业内预
测届时将会出现刘涛、孙俪两人斗法的格局。

刘涛此次入围金鹰节“观众喜爱的电视剧演员
奖”，很有机会参评“最具人气演员奖”。凭借《花儿
与少年》赚足人气的刘涛，能否在该奖项中有所斩
获，目前也成为焦点。而共同入围此奖项的还有孙
俪，更巧合的是，她们都正在共同出演热拍中的《芈
月传》。在这部戏中，刘涛出演孙俪的姐姐，是一个
和孙俪斗了一辈子的女人，当被问及是否会有压力
时，刘涛表示“我演皇后，相信会带来惊喜。”（欣欣）

刘涛孙俪金鹰节将斗法

本报讯 10月，浙江卫视王牌节目第八季
《中国梦想秀》（简称“梦八”）将再度温暖起航。

日前，《中国梦想秀》联手《时尚芭莎》在北京举
办了第八季“梦八”特别节目暨2014芭莎明星慈善
夜，成龙、黄晓明、黄渤、邓超、吴亦凡等多位明星参
加盛典，共有数十位明星参与，明星们讲述各自的公
益理念，更表示一直秉持“实实在在做公益”原则，其
中章子怡、黄晓明等明星都捐资数百万做公益。

“梦八”栏目组透露，“梦八”将区别于以往任何一
季，登上舞台的追梦人，也许是我们身边的平凡人，也
许是平时活跃在舞台上的明星，尤其对做公益的明星
将特别关注，比如周迅关注环保、陈坤关注教育、袁姗
姗关注儿童、韩红组织医疗队下乡诊疗等，展现出了

“梦想特使”做公益助梦的亮丽品格。 （欣欣）

“梦想特使”做公益

本报讯 中国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慈
善盛典2014“芭莎明星慈善夜”，9月19日晚在北
京举行，成龙、章子怡、范冰冰、黄晓明等演艺界
明星悉数到场。当晚，龙女郎林鹏与青年歌唱家
米靓携手出现，成为在场记者捕捉的焦点。

据了解，本场芭莎明星慈善夜现场拍卖和定
向捐助募集善款总额达5131万元，林鹏、王丽坤、
郑元畅、杨恭如作为嘉宾，为相关企业代表颁发
了“时尚芭莎爱心企业证书”。

林鹏表示，这已是她第五次参加这个爱心聚
会，让她倍感鼓舞。慈善方面，恩师成龙永远是
她的榜样。成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林鹏是
他从《大兵小将》中带出来的人，也是他多年来最
爱提携的女主角，因此在电影《辛亥革命》、《十二
生肖》中有合适的角色，都会让她来演。 （欣欣）

林鹏助阵芭莎慈善夜

刘德华洪金宝联手动作大片
《我的特工爷爷》远赴俄罗斯热拍

新华社北京9月 23日电 （记者
隋笑飞 璩静）由中宣部文艺局、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联合主办
的“光影中国梦——庆祝新中国成立
65周年国产重点影片推介典礼”22
日晚在京举行，典礼集中推介了57部
国产影片。

推介的57部影片中有31部为第
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入选电影作品。推介影片主要有《中
国合伙人》《一号目标》《真爱》《天上
的菊美》《兰辉》《百鸟朝凤》《索道医
生》《警察日记》《一代宗师》《西藏天
空》《雷锋在1959》《甘南情歌》《目标
战》《走过雪山草地》《全民目击》、《张
丽莉老师的故事》《听风者》《衍香》
《世纪屋脊的歌声》《青春派》《近距离
击杀》《英雄之战》等。

主办方介绍，推介的国产影片唱响
主旋律、传递正能量，艺术地再现了新
中国成立以来的峥嵘岁月和伟大成就，
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

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懈
奋斗的生动实践，展示了新中国成立65
周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
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取得的辉
煌成就和成功经验，讴歌了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营造出全国各
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而奋斗的良好文化氛围。

中宣部文艺局、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联合推介

57部重点片庆国庆6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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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 2014年 10月 9日在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

大厅公开拍卖：车牌号为琼 AU8823的越野车一辆（进口指挥官
5.7），参考价：18万元，竞买保证金：15万元。现将拍卖相关事项公
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4年10月9日上午10：00；
2、拍卖地点：海口市国贸大道申亚大厦2003室
3、竞买标的相关事宜咨询时间、标的展示时间与办理竞买手续

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4年10月8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
手续；

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4年10月8日17:00前到账为准；
5、特别说明：过户过程中产生的买卖双方应缴的所有税费均由

买受人承担；
联系电话：0898-31982239、15501739802

招标公告
1.项目名称：广州甘蔗糖业研究所海南甘蔗育种场三栋住宅楼坡

面维修工程（施工）；2.招标人：广州甘蔗糖业研究所海南甘蔗育种场；
3.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对三栋住宅楼坡面进行维修,面积约2700平
方米。4.投标人资格要求：本次资格要求申请人具备房屋建筑工程施
工总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
工能力。项目经理要求：具备建筑工程专业贰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
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不得担任其他在建工程项
目的项目经理。5.投标报名：（1）报名时间：2014年9月24日至9月
28日。（2）报名资料：由项目经理携带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其身份证、建
造师证、营业执照、代码证、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进琼备案手册
到三亚市新风路创业大厦A栋801室进行报名。[以上资料收加盖公
章的复印件一份并核对全部原件]。（3）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元,售后
不退，未购买招标文件的企业不得参加本次投标。6. 联系方式：招标
人：邱先生15008031899 代理人：孙先生13389871007

广州甘蔗糖业研究所海南甘蔗育种场 2014年9月24日

补发《土地房屋权证》公告
李建军向我局申请补发位于三亚市荔枝沟社区

三亚市农垦木材厂宿舍楼8栋402房《房屋所有权证》
证号为：三改房证字第 01848 号，房屋建筑面积为
59.39平方米。已刊登遗失声明，经初步审定，现予公
告。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自公告之日起二个月内
送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场管理科，逾期我局将核
准登记，补发新的《土地房屋权证》，原《房屋所有权
证》作废。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场管理科
2014年9月23日

我司刊登于9月23日海南日报B11版《五指山市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中，报名地点变更为海口市龙昆北路华

银大厦 1419室（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2号窗口）；拍卖地点变更为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联系方式变更为 0898–31981188
65303602 18689970209；查询网址变更为 http://www.landchina.
com/ 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补充拍卖时间“2014年10月17日上午10时”，补充拍卖公告编号

为“五土环资告字[2014]8号”。

特此公告

海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

变更公告 债权催收通知书
三亚市实业贸易总公司

根据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原信托有限公司签订的
《权益转让协议转让书》，中原信托有限公司将对贵公司享有的
240万元股权和2480万元债权转让给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该转让行为已于2009年3月7日《三亚晨报》公告。

截止2014年9月20日，2480万元债权项下尚有2480万元
本金、132182528.25元利息（本息合计156982538.52元）逾期
未还。请贵单位接到本通知后，积极向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履行还款义务。

特此通知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日

中标公示
招标人：海南中远博鳌有限公司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招标项目：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二期工程发电机组采购与

安装

开标时间：2014年8月23日下午15:30

中标人：盐城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此中标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若对上述公示有异议请在公示

期内向海南中远博鳌有限公司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监督电话：

0898-6296 6012。

招标人：海南中远博鳌有限公司

二0一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关于终结“民生燃气码头构筑物、
机械设备等资产”转让项目的公告

我所接委托方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海南港航函

［2014］221号）来函，因需重新调整该项目的《资产明细表》内

容，决定停止民生燃气码头构筑物、机械设备等资产转让。

根据《产权交易中止和终结操作细则》等相关规定，我所现决

定终结该项目交易，终结日期为2014年9月24日。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4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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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1）

（H04）

（A04）
两次台风侵袭 海南保险业估损12.6亿元

从风灾看保险价值

定向宽松引导利率下行
实体经济再获支撑

纳税服务10月起统一标准——

地税人扎实推进 纳税人期待便利

透过超强台风“威马逊”提升全社会保险意识

淡市下的海南房企如何突围

（H12）
（H07）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周玮 刘
政甫）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50周年纪念
演出23日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
央芭蕾舞团推出了500余人的强大演出
阵容，众多文艺名家、红军后代参与，五代
琼花代表同台亮相，现场气氛高潮迭起。

150名芭蕾舞演员的铿锵有力演
绎，再现了娘子军英姿飒爽的风采。作
为琼花代表，白淑湘、薛菁华、冯英、李
宁以及同为第五代琼花的朱妍、张剑和
鲁娜相继登台，现场观众也与自己同时
代的明星一起追忆着那段难忘岁月。
濮存昕用质朴动情的话语，唤起几代参
演娘子军的艺术家们的激动泪水；唐国
强、黄宏和刘劲用他们浑厚激情的嗓
音，讲述了几代娘子军跌宕起伏的奋斗
足迹；郁钧剑、戴玉强和殷秀梅等对《万
泉河水》的深情演绎，唱出了娘子军与
家乡人民代代相传的鱼水之情……

不少艺术家和观众还记得1964年

9月26日的北京天桥剧场，《红色娘子
军》首演成功的时刻，现场那形如麦浪般
舞动的臂膀以及那发自肺腑的激动泪
水。50年后的人民大会堂，现场观众雷
鸣般的掌声表达了对中芭几代艺术家
不屈精神的鼓励——50年来，从黑龙江
到海南岛，从胶东湾到准噶尔盆地，
4000余场演出足迹在全国遍地生花。

“50年前，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央芭
蕾舞团，将这部融汇了西方芭蕾舞艺术
与中国革命历史题材以及民族舞蹈元
素为一体的舞剧《红色娘子军》搬上了
舞台。该剧演出的成功，奠定了我国民
族芭蕾舞艺术的发展基石。”团长冯英
说，中芭一定将这面代表中华民族不屈
不挠奋斗精神的旗帜代代相传下去。

中芭《红色娘子军》50周年
纪念演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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