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电视剧《古剑奇谭》改编自
同名游戏，和之前的《仙剑奇侠传》一样，
是以中国神话时代为背景的仙侠类单机
游戏，故事创作将武侠和仙侠融合，拥有
庞大的游戏粉丝群体，这恐怕是该电视
剧播出后迅速走热的原因之一。

演员阵容强大

应该说，拍成电视剧后，该剧演员阵
容的强大，更成了受剧迷追捧的因素。《古
剑奇谭》的演员阵容拥有杨幂、乔振宇、马
天宇、郑爽、张智尧、陈紫函、李小璐等当
红明星，而且，这些明星又覆盖了不同年
龄阶段的受众。比如《仙剑奇侠传》捧红
了演员胡歌，也有了“无胡歌不仙侠”的说
法。而《古剑奇谭》男主角则是不出名的
李易峰，这不禁让剧迷更加留意起了《古
剑奇谭》，更期待李易峰未来走红。

其实，李易峰是《盗墓笔记》电视剧
中吴邪的扮演者，这无疑让曾经的“稻
米”们纷纷关注起了李易峰，在《古剑奇

谭》中“考察”其演技。另外，剧中演员的
服装造型尊重游戏，虽然有不足，但不至
于反感。而剧中男生女相的马天宇、天
涯四美中的乔振宇、张智尧等都让观众
期待。至于剧播出后走红的陈伟霆，则
让观众眼前一亮。

话题制造立功

除了上面两点外，《古剑奇谭》的成功
离不开社交网络上话题的制造和宣传了。
虽然每周三、周四才播出，但在其他时间
里，各种话题不断爆出，尤其是恋爱关系的
配对，这些话题肯定不全是网民个人发起
的。而且一些营销账号也会自己围绕《古
剑奇谭》发起讨论来吸引粉丝，获得曝光
率，从而为《古剑奇谭》的热播造势。

深入挖掘制造剧情热点和话题，不
断引发观众评议，形成病毒式扩散性传
播，调动全民参与，这是《古剑奇谭》表
现得最为明显的一点了。打开新浪微
博，你会发现热门话题、热门搜索中都

有《古剑奇谭》，而且传播快，讨论激
烈。并且除了观众讨论外，剧中的主演
们也会时不时发条微博互动，调动大家
的讨论积极性。电视剧如何借助网络
推广已很常见，但能做到《古剑奇谭》这
么成功，则非常少。 （仇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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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市
龙华支行与海南京豪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海南京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林小格、黄志坚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经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
托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由我叁家公
司对涉案需变现财产被执行人海南京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名下的财
产：1、海口市三江镇三江农场 212783.69平方米土地（土地证号：琼山
籍国用（2002）字第26-0013号）；2、海口市三江镇三江农场242219.66
平方米土地（土地证号：琼山籍国用（2002）字第26-0015号）进行公开
拍卖。整体参考价：5110.191万元，竞买保证金1000万元。现将第二
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4年10月17日9:30；
2、拍卖地点：海口市义龙西路钟山大厦A座三楼海南华信拍卖有

限责任公司拍卖大厅；
3、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及标的展示相关事宜咨询时间：见报之

日起至2014年10月14日17:00时止；
4、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4年10月16日12:00止，

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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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海口分行，银行账号：34010155260000167；
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 64号（如代缴必须

注明代某某缴款）；
7、特别说明：（1）标的按权益、实物现状整体拍卖；(2)过户的税、

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
主拍机构：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66533938 传真：66502498
联拍机构：海南美林拍卖有限公司
电话：68570895 18976211911
联拍机构：海南天合拍卖有限公司
电话：68585867 13907681867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6713990

（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64号

联合拍卖公告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三土环资告字〔2014〕17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第39号令）等有关规定，经三亚市人民政
府批准，现将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及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等要求：挂牌出让宗地位于海棠湾C6片区A-2-12地块，用地面积101765.96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
101718.50平方米），其用地四至及界址坐标详见地块勘测定界图。根据三海管函〔2014〕358号文，该宗地概况及规划指标等情况详见下表：

二、竞买事项
（一）竞买人资格：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

（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单独申请，不接受
联合申请。竞买人需承诺在海棠湾区域为海棠湾管委会全额垫资代
建安置房，并于2015年12月31日前完成代建并移交不少于30万平
方米安置房（建造标准约4000元/平方米，建造套数不少于1000套）；
竞买人或其母公司还应具备房地产开发企业一级资质证书。竞买人
资质由海棠湾管委会初审。

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土地出让挂牌：
1.在三亚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
2.在三亚市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擅

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的。
（二）报名参加竞买人须提交法人单位有效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

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挂牌文件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委托他人
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竞买
人需缴纳竞买保证金人民币42345万元整（以入账为准）。竞买人交
保证金之前必须先通过挂牌出让竞买人资格的审查。

（三）竞买申请人可于 2014年 9月26日至 2014年10月24日到
三亚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所（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四楼办公室）
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咨询和购
取《挂牌出让文件》（《挂牌文件》为本公告组成部分），有意参加竞买
的，应提交书面申请并按《挂牌文件》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交纳竞买保

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4年10月 24日17时00分。
经审核，申请人具备申请条件并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后，三亚

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将在2014年 10月24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参加
竞买资格。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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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挂牌时间为：2014年
10月17日09时00分 至 2014年10月27日16时30分。

（五）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
价，通过现场竞价按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六）本次竞买活动进行现场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
口头报价。

（七）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
规定缴纳）。

（八）其它事项：该宗地以现状土地条件挂牌出让。本次挂牌出让
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联系电话：88364406 65303602
联系人：赵先生（13807527707）霍先生（13807522091）
地址：1.三亚市河东路174号

2.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
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

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4 年9月25日

地块编号

海棠湾C6片区A-2-12地块

土地面积（m2）

101765.96

规划用途

商务设施用地（国标代码:B2）
容积率

容积率≤0.4
限高（m）

≤10
建筑密度（%）

≤15
绿地率（%）

≥30
使用年限（年）

40

评估单价（元/m2）

4160.97

评估总价（万元）

42344.5107

规划指标

关于G98环岛高速公路
大茅隧道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G98环岛高速公路大茅隧道（K232+833~K233+955）安保工

程即将开工建设，为确保施工期间交通安全和施工安全，从2014

年10月8日至2015年2月16日，对该隧道实行交通管制。请过

往车辆按现场交通标志标牌指示行驶，服从现场交警、安全管理人

员的指挥，确保行车安全。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14年9月24日

李月和向我局申请补发位于三亚市河东区港门村四路

12号的土地使用权证，证号为：三土房（2010）字第12887号，

土地面积为 211.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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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达我局地籍与测绘管理科，逾期我局将核准登记，补发新

的土地使用权证书，原土地使用权证书作废。

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补发土地使用权利证书公告

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4年8月13日

本报讯 9月 25日，网友在微博
上曝出一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

“劣迹艺人”封杀的文件照片，显示“劣
迹艺人”真的难出镜了。

照片显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办公厅发布了一份名为《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广播电视视频点

播业务暂停播出相关影视节目的通
知》，要求各地广电局封杀“劣迹艺人”。

之前有新闻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曾“口头”要求各地广电部门慎重
考虑使用“劣迹艺人”的作品，而这份文
件则直接使用了“暂停播出”一词，这说
明，“劣迹艺人”已经遭到封杀。（李青）

“劣迹艺人”被封杀

本报那大9月25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郭树护 戴惠芳）今晚，儋州市那大镇先锋社区大榕
树下的石凳和空场地上，又聚满了众多本地居民和
外来务工者，这种由普通居民和外来务工者开展的
文化活动，已成为那大镇多个社区的常态。

作为儋州加快建设“西部中心城市”的核心地
区，那大镇不断发挥着集聚效应。该镇镇长王明
魁介绍，那大城区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总数近32
万，按照城镇化规划，到2020年，那大总人口将达
到46.7万。为了让城区居民和外来务工者过上丰
富多彩的文化生活，那大镇政府近年在城区东西
南北分别划出地块，专建文化活动场所，使“草根
一族”随时能到文化活动场所免费享受文化生活。

那大为草根建文化场所

本报海口9月25日讯（记者卫小林
易宗平 特约记者谢振安 通讯员张琳）
新中国成立65周年前夕，在省委宣传部
精心指导下，省爱心艺术团组织100余
名文艺专家和志愿者，今晚在儋州市文
化公园演出了题为《祝福祖国》的大型文
艺志愿服务晚会，这也使得我省举办的

“中国梦海南美”巡演走进了儋州。
省爱心艺术团团长洪云飞告诉记者，

今晚的演出得到了儋州市干部群众的热
情支持和积极参与，儋州市四套班子领导
均出席了晚会，来自该市各行各业的观众
超过了6000人，包括机关干部群众，环卫

工人、公安干警、道德模范、社区市民等
行业代表以及中小学校师生，大家欢聚
儋州文化公园，共同观看文艺志愿巡演，
现场气氛热烈，观众群情振奋。

巡演晚会在序曲《走向复兴》中拉
开帷幕，文艺志愿者们轮番表演了主题
歌舞蹈《向梦想出发》、二重唱《最炫中国
梦》、诗歌朗诵《我的海南我的梦》、音乐
说唱表演《七仙都夸海南美》、小品《党心
连民心》、歌伴舞《爱的奉献》、男声四重
唱《跟你走》、独唱《江山好》、口技表演
《声声传情》、黎族原生态歌曲《放牛山
歌》、大联唱《儋州调声》、小组唱《桃花

谣》、独唱《精忠报国》等16个精彩纷呈
的文艺节目。文艺志愿者们的激情演
出，不断掀起晚会高潮，博得了儋州观众
的阵阵喝彩声和欢呼声。

巡演现场，主办方还穿插举行了
“中国梦海南美”有奖知识抢答环节活
动和“超级梦想秀”文艺志愿者招募环
节，为整场晚会增添了更多热闹气氛。
晚会最后在大型歌舞表演《建设和谐家
园》中谢幕。

本次巡演由省委宣传部、省文体厅
指导，儋州市委宣传部主办，省爱心艺
术团全程组织策划。

“中国梦海南美”巡演到儋州
省爱心艺术团奉献大型文艺晚会迎国庆

本报讯 《中国好男儿》（简称《好男儿》）本月
在京启动后，立即吸引了娱乐圈内外的关注。通
过线上、线下多个报名渠道，导演组不仅接到来自
全国各地“好男儿”的自荐，还收到一些经纪公司
的强力推荐，让《好男儿》未播先热。

据悉，《好男儿》分东部、西部、南部、北部4大
赛区，前期选手招募已全面铺开。网络线上报名
和导演组线下寻人是招募两大重点渠道，对自己
有信心的“好男儿”，也可通过拍摄短视频、上传照
片等形式在几大合作网站上秀出自己，报名的同
时积累人气，导演组也已在上海、成都设立招募
站，未来还将去广州、北京，针对性地考察四大地
区的“好男儿”。 （欣欣）

《好男儿》未播先热

本报讯 由宁浩执导的电影《心花路放》，将于9
月30日上映，掀起国庆档观看华语电影新热潮。

据介绍，该片由宁浩的老搭档黄渤、徐峥领衔
主演，另有袁泉、周冬雨、陶慧、岳小军、沈腾、张
俪、马苏、郭涛、李晨、熊乃瑾、夏雨、刘仪伟、雷佳
音等全明星阵容加盟。片方日前曝光了“路霸”徐
峥特辑，为了诠释郝义这个猎艳高手，徐峥拍戏前
努力增肥，戏中多次露出白白的圆肚皮，这也是自
《无人区》为戏疯狂瘦身25斤之后，徐峥再度为宁
浩的戏增肥，其敬业态度让导演感动。 （欣欣）

《心花路放》即将上映

本报讯 9月24日，东方卫视《两天一夜》中
国版第二季传出消息，张丰毅将首度现身真人秀，
消息引起了极大轰动。

张丰毅演过众多角色，以硬汉形象著称。对张
丰毅加盟《两天一夜》中国版第二季，很多粉丝表示

“老牌男神”是合适人选吗？主创团队表示，正因为
张丰毅老师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不苟言笑、高冷的艺
人形象，因此剧组希望通过节目展现他生活中的真
实状态，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 （欣欣）

张丰毅将参加真人秀

本报讯 9月25日晚青海卫视首播的《应用宝
典》节目中，陈伟霆爆料邓紫棋参加《我是歌手》原
因：“当时我在内地拍《少年四大名捕》，她来问我有
没有什么内地影视剧歌曲可以唱，我还建议她可以
参加一些唱歌比赛。”结果没想到陈伟霆电视剧还
没拍完，邓紫棋已通过《我是歌手》一夜红遍中国。

陈伟霆、邓紫棋于2008年相继出道，私交甚
好的两人，私下早已以兄妹相称。邓紫棋今年通
过《我是歌手》获得业界肯定，而陈伟霆则通过《古
剑奇谭》大师兄一角收获超高人气。 （欣欣）

陈伟霆揭邓紫棋内幕

本报讯 9月25日，中国、法国合
拍电影《夜莺》也在韩国正式公映。

《夜莺》由法国著名导演费利普·
弥勒执导，中国演员李保田、秦昊、李
小冉、杨心仪等主演，发行方影联传媒
日前在线上线下全媒体平台展开了一
次“中国家庭浪漫调查”，问题针对成
年人和儿童两类人群，重点围绕家庭
亲疏关系等问题进行。《夜莺》作为一
部直面这些问题的影片，希望通过调

查激起受访者对这些问题的重视。
据悉，《夜莺》今年5月登陆法国院

线，虽然同期上映的电影有阿诺·施瓦辛
格主演的《破坏者》等好莱坞大片和多部
法国本土电影，但《夜莺》还是脱颖而出，
在法国连映4个月，总观影人次超过12
万，成为在法国排期最长、放映场次最
多、屡创票房佳绩的中法合拍片。

据了解，《夜莺》此次在韩国公映后，
将于年内登陆中国内地院线。 （钟新）

中法合拍《夜莺》韩国公映

电视剧《古剑奇谭》自7
月 2 日登陆湖南卫视首播
后，一直备受网友关注，可
谓已经成了全民讨论的对
象，相关话题也持续在各大
媒体和网友自媒体上持续
发热，这是此前很多电视剧
从未有过的现象。该剧首
播期间，曾夺得全国网、城
市网收视率第一名；而该剧
前 4 集的网络累计播放量，
更是达到单集平均播放超
过 1 亿次，第 6 集电视收视
率全国网突破2%的佳绩，个
中原因何在？

——编者

《古剑奇谭》为什么这么火？

据新华社平壤9月25日电（记者
陆睿 郭一娜）第十四届平壤国际电影
节24日在朝鲜平壤烽火艺术剧场举行
闭幕典礼和颁奖仪式，中国参赛电影
《我的渡口》获得最佳导演奖、最佳男
主角奖和最佳音乐奖三项大奖。

本届电影节分为竞赛单元和优秀
电影展映两大部分，其中竞赛单元共设
14个奖项，组委会从报名的490部影片
中选出20余部参加最终各个奖项的角
逐。评审委员会由来自朝鲜、中国、俄
罗斯、法国和伊朗的5位资深电影人组
成，其中中国导演尹力出任国际评委。

《我的渡口》作为中国代表团唯一
一部竞赛单元的入围片，是本届电影节
获奖最多的电影。导演石伟拿下“最佳导
演奖”，主演周光大摘得“最佳男主角奖”。
该片以发生在湖北恩施州“百年义渡”的真
实故事改编，讲述年近七旬的老人田氏一
家祖辈为报答土家族村民的恩情，为村民
义务摆渡120多年的感人故事。

中国代表团带来的其他4部影片
《兰辉》《倾城》《英雄之战》和《守望天
山》参加了展映单元。

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由《瓦西
莉莎》的俄罗斯女演员玛丽亚娜夺得，
最高奖“最优秀电影奖”颁给了德国电
影《我美丽的祖国》。

平壤国际电影节落幕

中国片《我的渡口》获3奖

本报讯 因怀孕生女在家休养，有近大半年
时间未在公开场合露面的杨幂终于有了复出动向
——第十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暨第27届中国
金鹰电视艺术奖颁奖晚会是杨幂产后复出内地的
第一站，为金鹰节颁奖晚会作颁奖嘉宾。

曾获上届“最具人气演员奖”的杨幂，此次将
为观众揭晓本届金鹰大奖。尽管杨幂近半年时间
没有露面，但其多部作品都取得不俗的成绩，让不
少观众觉得杨幂并未休息。她出演的《古剑奇谭》
火爆，《微时代》网络点击突破3亿大关。 （欣欣）

杨幂任金鹰节嘉宾

新华社兰州9月25日电（记者郭
刚）25日，第23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
台湾电影展开幕，台湾两岸电影交流委
员会主委、资深导演李行率台湾电影代
表团来到甘肃兰州。

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李雪健在当
日举行的开幕式上说，2011年第20届
合肥金鸡百花电影节时，台湾影展的主
题是“美丽新时代，台湾新人新片展”。
时隔3年，台湾影展再次聚焦新人新
作，以“看见新‘视’界，台湾电影新人新

品展”作为本届影展主题。其电影蓬勃
有力发展势头由此可见一斑。

“在此次兰州影展上，将有6部赏
心悦目、励志感人的台湾新片与大陆观
众见面。”李雪健说，作为中国金鸡百花
电影节的常客，台湾影展已变得不可或
缺，希望通过举办影展，能够不断拓展
和深化海峡两岸的电影合作，增进两岸
电影工作者的联络与情谊，携手推动华
语电影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

在本届电影节上，台湾电影展推出

的6部电影分别是《志气》、《真爱100
天》、《加油！男孩》、《到不了的地方》、
《山猪温泉》和《宝米恰恰》。

“大家都知道，台湾电影最引以为
傲的就是‘台湾小清新’，小而美、小而
甜，充满人情味。”台湾电影事业发展基
金会董事长朱延平说，这次精选了6部
较为清新、感人、励志的影片参展交流，
希望大陆观众能够喜欢。

在开幕式上，6部台湾电影的部分主
创人员还与兰州观众进行了互动交流。

第23届金鸡百花电影节兰州开幕

《我的青春密友》剧组在金鸡百花电影节开幕式上和观众见面。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电（记者梁军）第23届
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系列活动之一的
公益微电影大赛获奖作品23日揭晓。

本次大赛从16部入围影片中评
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
名、优秀作品奖10名。经专家评审，
西北民族大学选送的《候》获得一等
奖，《刺虎》《飘去的白丝巾》获二等奖。

金鸡百花电影节学术活动部部长
汪小平介绍，本次电影节把微电影纳
入到高等级电影盛会范围，为中国微
电影事业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新创意、
新作品，同时挖掘了微电影创作人才，
吸引广大社会对微电影的关注度。

公益微电影大赛揭晓

《古剑奇谭》剧照

《古剑奇谭》剧照

《我的渡口》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