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贺岁档实际上从
11月份就可以算作开始了，尤其值得注
意的是，好莱坞大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
执导的《星际穿越》，在中国上映不到10
天，就已经取得了2.91亿元的华丽票房成
绩，原因在哪？除了导演诺兰强大的个人
号召力，比如由他执导的《盗梦空间》、《蝙
蝠侠》系列建立起的人气基础而外，贺岁
档威力，完全是不可忽视的第二大原因。

海口中影南国影城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今年贺岁档不再是好莱坞大片一枝
独秀了，还有韩国大片也将来中国上映，
比如即将在中国贺岁档上映的韩国票房
冠军电影、战争题材大片《鸣梁海战》。
该片在韩国上映35天，创下了1760万
观影人次的超强纪录，在韩国火爆到连
总统朴槿惠都点赞推荐，宏大的民族英
雄情怀，将韩国观众的爱国荷尔蒙彻底

激发出来，形成了“是韩国人就要去看”
的一次“电影事件”。

由于《星际穿越》已经占用了2014
年度中国最后一个分账大片的进口配额
指标，因此，12月份再在影院欣赏好莱
坞分账大片的可能性已经荡然无存，这
也恰好把贺岁档最好的上映时机都交给
了国产大片。那么，2015年1月份，占
用该年度第一个进口分账大片配额指标
的好莱坞大片《饥饿游戏 3：嘲笑鸟
（上）》，将成为中国贺岁档期里最具吸金
强力的进口大片。不用质疑，好莱坞大
片在贺岁档票房一定大胜。

此后，能够闯入中国贺岁档的好莱
坞大片，还有魔幻题材大片《霍比特人
3》、迪士尼动画大片《超能陆战队》等，
只是它们目前还未定档，或许将在春节
档登场，那同样为贺岁档票房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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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临土环资用告字〔2014〕007号

经临高县人民政府批准，临高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分别出让3宗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概况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者的除外,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自然人或联合申请。

三、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
人可于2014年11月24日至2014年12月16日到临高县国土环境资
源局用地股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
口获取挂牌出让文件及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14年12月16日15时（以实际到账时间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
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将于2014年12月16日17时30
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四、本次国有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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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
上午9时至2014年12月18日下午15时30分。

五、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现场竞
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六、本次公开挂牌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及口头申请。
联系电话：（0898）68555955 65303602
联系人：路先生
网址：http://www.ggzy.hi.gov.cn、http://www.hnlmmarket.com

临高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4年11月19日

地块编号
C-1-2-1号

地块位置
龙波湾东区

地块面积(m2)
43829

容积率
1.0<R≤2.5

建筑密度
≤20%

绿化率
≥40%

建筑限高
≤80米

土地用途
住宅用地

使用年限
70年

保证金
5140万元

地块编号
C-1-2-2号

地块位置
龙波湾东区

地块面积(m2)
40162

容积率
1.0<R≤2.5

建筑密度
≤20%

绿化率
≥40%

建筑限高
≤80米

土地用途
住宅用地

使用年限
70年

保证金
4540万元

地块编号
C-1-2-3号

地块位置
龙波湾东区

地块面积(m2)
32882

容积率
1.0<R≤2.5

建筑密度
≤20%

绿化率
≥40%

建筑限高
≤80米

土地用途
住宅用地

使用年限
70年

保证金
3550万元

定安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定土环资出告字[2014]6号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 39

号），经定安县人民政府批准，定安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位
于定安县塔岭新区栖凤路南侧的两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本次挂牌出让由
定安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委托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具体承办。现就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二、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企业或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竞
买，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个人或联合申请，属境外的企业或其他组织的，须提供
境外公证部门的公证书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文件。具有下列行为竞买人不得参加
本次土地出让挂牌：1、在海南省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
2、在海南省范围有闲置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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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
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
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有意参加竞买者可到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义龙西路28号嘉兴酒店8层）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
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22号窗口查询和获取《定安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挂牌文件》为本公告组
成部分。报名期限：2014年11月28日至2014年12月17日（以竞买保证金实际
到账为准）。五、竞买保证金：申请人应在2014年12月17日16：00前将竞买保证
金存入指定账户（以到账为准）。六、资格确认：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
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在2014年12月17日17: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七、挂
牌报价时间及地点：挂牌起始时间：2014年12月9日上午8:30。挂牌截止时间：
2014年12月19日上午11:00。挂牌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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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事项：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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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2、本次竞买活动只接受书
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3、按正常工作时间
（上午8:00至11:30，下午14：30至17：00）受理竞买申请报名及报价手续，法定节
假日除外。本公告中所指时间均为北京时间。4、该宗地按现状条件出让（具备
动工开发基本条件），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竞买人申请参加竞买的，视
为对挂牌出让地块现状条件无异议。5、本次出让成交价款不包括各种税、费，办
理土地登记产生的所有税、费由竞得人承担。6、受让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
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绿化、环保、消防、交通管理等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
有关管理规定。九、本次挂牌事项如有变更，以变更公告为准。十、咨询方式：咨
询电话：18808951200（林先生） 0898-65303602（李先生）0898-63822430（舒先
生）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http://www.landchina.com；http://www.
hnlmmarket.com

定安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4年11月19日

地块
编号

定城镇
CR2014
-09-01

土地位置

定安县塔
岭新区栖
凤路南侧

用地面积
(m2）

3320.49

土地
用途 容积率 建筑

密度 绿化率

≥25%

出让
年限

40
年

商服
用地

≤2.0 ≤30% 646

竞买保证金
(万元）

定城镇
CR2014
-09-02

定安县塔
岭新区栖
凤路南侧

25179.51 ≥40% 70
年

城镇
住宅
用地

1.0<
容积率
≤1.8

≤20% 3950

新华社东京11月18日电（记者马
峥 沈红辉）日本著名男演员高仓健本
月10日因恶性淋巴瘤去世，享年83岁。

高仓健一生极少公开私生活，从不
炒作。据他的经纪公司说，高仓健去世
时面带微笑，表情安详，医院工作人员
都忍不住流下眼泪。

据日本媒体报道，相关人士说，高
仓健的葬礼在亲人陪伴下秘密进行。

高仓健以沉默寡言的“男子汉”形
象而闻名，在日本影坛享有至高无上
的地位，被称为“云上的人”。从影半
个多世纪，他拍摄200余部影片，获奖
数十次，迄今在日本电影界无人能比，
极具号召力。

高仓健是日本福冈县中间市人。
他为人热情、正派，人情味浓，性格耿
直。在拍摄现场，对年轻后辈从不耍大
牌，平等相待。有日本影人说：“高仓健
在拍摄时非常会照顾人，懂得怎么缓解
大家的紧张情绪。这在日本电影界人
尽皆知。”

日媒报道说，在日本，像高仓健这
样光凭名字就能吸引观众走入影院的
电影人屈指可数，日本影坛痛失了一名
领袖级人物。2013年，高仓健作为日本

文化艺术杰出贡献者，获颁文化勋章。
高仓健凭借“侠客”银幕形象确立

在日本影坛不可撼动的地位。在上世
纪60年代，他主演的《网走番外地》《日
本侠客传》等系列电影受到当时年轻人
的热捧。在这些电影中，高仓健冷酷但
不失人情味的形象诠释着男子汉
气概的“精髓”。

随着侠客系列片减少，高
仓健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挑
战其他角色，在《海峡》等电影
中为观众奉献了多个经典形
象，成为日本影坛一大传奇。

1978年，高仓健主演的
《追捕》登陆中国大陆，引起
巨大轰动，因此衍生无数与
《追捕》相关的文艺作品。
他饰演的检察官杜丘的形
象深入人心，鸭舌帽、风衣、冷峻的表情
一时间成为时尚代名词，高仓健也因此
成为亿万中国观众的首席日本偶像。
除了《追捕》，中国观众熟悉的高仓健影
片还包括《幸福的黄手帕》《远山的呼
唤》等。

2005年，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为
高仓健量身打造影片《千里走单骑》，并

决定除高仓健之外，全部起用非专业演
员陪衬他。电影中，74岁高龄的高仓
健用他精湛的演技，跨越国界，跨越语
言，感动了所有观众。

高仓健与北野武共同主演的2012
年影片《只为了你》是他最后一部作品。

硬汉高仓健 走得也低调
病逝8天方为人知 葬礼已经秘密举行本报海口11月18日讯（记者卫

小林）由香港大制片家江志强监制、香
港电影金像奖新晋导演周显扬执导的
《黄飞鸿之英雄有梦》，将于11月21日
登陆海南各大影院，这是记者今天从
海南几大院线获悉的。

据介绍，中国电影史上，黄飞鸿是
拍摄电影最多的民族英雄人物之一，
但是，距离上一部黄飞鸿电影上映，已
经整整有13年时间没在影院里看到这
个中国英雄了，“这也是近年来时间最
长的黄飞鸿电影真空期”，海口中影南
国影城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美国人
有他们心目中的孤胆英雄，中国人也
有自己的英雄，他就是黄飞鸿。以前
看黄飞鸿电影，对鬼脚七、猪肉荣、梁
宽、十三姨以及佛山无影脚等已经形
成了难忘的记忆，这也让我们对《黄飞
鸿之英雄有梦》有了更大的期待。”

记者了解到，《黄飞鸿之英雄有
梦》网罗了洪金宝、彭于晏、王珞丹、井
柏然、梁家辉、杨颖等明星主演，与以
前的黄飞鸿系列电影最大的不同就在
于，这部黄飞鸿新片，聚焦的是青年时
代的黄飞鸿，相当于黄飞鸿“前传”。
影片描写的故事是，清朝末年的广州，
黑帮贩卖人口猖獗，黄飞鸿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于是他深入黑帮做卧底，最

终解救了不少穷苦百姓。
既然描写的是青年黄飞鸿，是黄

飞鸿还处于未成年的青涩时期，因此，
这部电影里的黄飞鸿就绝非观众以前
看到的那个“好好先生”形象，青年黄
飞鸿做了很多以前没做过的事，比如
经常打架，还进黑帮、逛赌场，角色也
更加立体和真实。

以全新视角聚焦青年黄飞鸿

《黄飞鸿之英雄有梦》周五上映

本报讯 由邱礼涛执导，黄子桓编剧，庄澄监
制的爱情动作喜剧《精武青春》将于12月11日开
心贺岁。11月17日，片方发布一款先导预告片，
吴千语、徐正曦、林德信、盛君、张楚楚五大主演在
电影中的角色形象首次曝光。

预告片一开始，吴千语、徐正曦等就在参加校
园聚会，青春热情掀翻全场。乐声响，彩灯上，香
槟酒满场飞，伴随着欢快的节奏，南斗校园的青春
男女，在舞池尽情挥洒青春活力。一场吴千语徐
正曦牵手、暧昧对视的戏码，让两人在片中的恋情
逐渐浮出水面，暧昧指数爆棚。

据悉，吴千语在片中饰演的芷程刁蛮可爱，是
个十足的白富美；而徐正曦饰演的大师兄文安俊
朗的外表下带着几分羞涩……五大青春偶像同台
飙戏，将为影迷献上贺岁档中的青春盛宴。（欣欣）

《精武青春》下月贺岁

本报讯 11月18日，由辛柏青、黄曼、闫学
晶、杜源联袂主演的都市情感励志大剧《跟我回
家》登陆东方卫视梦想剧场。

该剧由曾执导《老爸的筒子楼》、《老严有女不
愁嫁》等热播剧的著名导演顾晶操刀，讲述了辛柏
青饰演的门家长子门家祥在遭遇一次次“极致”挫
折后的逆袭故事。该剧一曝光，就有观众将这部悲
剧中充满喜剧、惆怅中充满励志的普通百姓家的故
事称为“萝卜剧”，表示“冬吃萝卜夏吃姜，从这部接
地气的电视剧中能悟出很多温暖的生活道理”。

在剧中饰演门家祥的辛柏青接受记者采访时，
谈及了与妻子朱媛媛的爱情保鲜秘诀，辛柏青认为，
夫妻之间价值观相同很重要，而且二人有着相同的
爱好习惯，这是维持爱情的诀窍。夫妻二人也默契
地选择了轮流拍戏，保证家庭工作两不误。 （欣欣）

《跟我回家》卫视开播

本报讯 去年曝出天价加盟青海卫视《老爸
老妈看我的》亲子节目的何炅，日前再曝续签该节
目。青海卫视最近决定趁热推出该节目第二季，
并且将节目更名为《第一次任务》。

据介绍，由于第一季播出后反响口碑飙高，何
炅倾情续签第二季。该节目每期挑选记录4位至
6位3岁至5岁的小朋友参加节目，独立完成爸爸
妈妈交付的人生第一次冒险任务。比如第一次买
菜，第一次体力劳动等。离开了父母温暖的怀抱，
他们或者买错东西，或者数错钱，或者兄弟争吵，
但这些恰恰是节目呈现孩子成长中可爱的看点。

节目组透露，第二季将有一位孕妈妈参与，她
是湖南电视台的知名主持人，这让人不禁联想到
她是汪涵的妻子杨乐乐。 （欣欣）

何炅续签《第一次任务》

本报讯 由杨幂、刘恺威夫妇联合主演，刘恺
威担纲制片人的电视剧《盛夏晚晴天》正在湖北卫
视黄金档长江剧场热播，但观众却称该剧有硬伤。

该剧之所以被观众称为“爱情童话”，一是因
为部分剧情存在逻辑硬伤，例如剧中晚晴怀孕跳
海，腹中胎儿丝毫不受影响；二是因为男主角刘恺
威和女主角杨幂在剧中谱写的纯美爱恋太梦幻，
不管是男女主角的家庭背景、抑或男主角刘恺威
饰演的乔津帆对女友的各种送花献吻等浪漫攻
势，都让荧屏之外观剧的少女们羡慕不已。

不过，日前在剧中大玩浪漫的富公子刘恺威，
却被太太杨幂抱怨太不浪漫，不管是求婚、蜜月还
是平日里的相处，都鲜有惊喜。刘恺威也坦然承
认：“我真的算不上浪漫的人，平时过节过生日也很
少去刻意安排什么，一家人都没浪漫细胞。”（钟新）

《盛夏晚晴天》有硬伤

在 2013~2014 年长
达70多天的贺岁档期中，
全国共上映新片 71 部，
创下了1.8亿观影人次、
64亿元全国票房的贺岁
档新纪录。如今，在全国
银幕数激增至2.2万块的
背 景 下 ，即 将 到 来 的
2014~2015年贺岁档，全
国票房完全有望突破80
亿元。这么大一个盘子，
谁将瓜分这80亿元的贺
岁档票房？记者采访了
海南中视院线、海口中影
南国影城、海口万达国际
影城等业内人士，大家一
致认为还是国产大片与
进口大片平分天下。

哪些影片将瓜分贺岁档 亿票房？
——2014~2015年贺岁档电影市场前瞻

■ 本报记者 卫小林

虽然今年的贺岁档并未真正到
来，但瞄准贺岁档的国产大片却早已
摩拳擦掌了。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应
该与前几年大致一样，今年贺岁档国
产大片还是很强势，其中，尤其要数吴
宇森、姜文、徐克三位名导演的大片将
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由吴宇森执导的战争灾难巨片
《太平轮（上）》，将于12月2日代表国
产大片率先登陆贺岁档。该片锁定
1949年的太平轮沉船事件，集结了章
子怡、金城武、宋慧乔、黄晓明、佟大
为、长泽雅美、秦海璐等多名中外明
星，号称“汇聚了全亚洲最好看的脸”，
堪称史无前例的黄金阵容。而大导演
吴宇森又对广大影迷极有号召力，因
此该片票房极被看好。

半个月后，由姜文执导的《一步之
遥》，将于12月18日上映。前几年，姜
文凭借一部《让子弹飞》，在影市逆袭成
功，大大扬了姜文的威名，因此《一步之
遥》被业内看成是今年最值得期待的国
产电影“神作”。加之该片拥有葛优、姜
文、周韵、舒淇、那英、洪晃等巨星加盟，
《一步之遥》在贺岁档突围易如反掌，预
期票房超10亿元。

由博纳影业出品、徐克执导的3D
战争巨片《智取虎威山》，将于 12月
24日平安夜登陆全国院线，由于小说
《林海雪原》的影响之大，“智取虎威
山”的故事广为人知，加上有张涵予、
梁家辉、林更新、韩庚、余男等领衔主
演，特别是徐克近年在内地影院的票
房成绩堪称港导中“最为抢眼”，比如
《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票房3亿元，《龙
门飞甲》票房 5.5 亿元，《狄仁杰之神
都龙王》票房6亿元，因此，《智取虎威
山》的票房一定潜力无限。

三大名导之外，将于12月31日上
映的年度压轴力作——悬疑谍战巨制
《王牌》也看点颇多。该片取材自“中
国间谍史上最大的悬案”，并且系首次
披露中国谍战史上规模最大、跨度时
间最长、保密程度最高的悬案，因此对

观众形成强大吸引力自不在话下。同
时，影片还请来林志玲、梁家辉、钟欣
潼、邬君梅担任主演，在贺岁档期有如
此唯一的谍战片类型供观众选择，《王
牌》或将延续《风声》、《听风者》的好口
碑和高票房，成为“谍战经典三部曲”
之一。另外，中影集团推出的《狼图
腾》、成龙的新片《天将雄狮》、魔幻类
型的《钟馗伏魔：雪妖魔灵》等片，也都
颇具吸引力，它们或将推动贺岁档票
房超过80亿元。

今年贺岁档，一部《爸爸去哪儿》竟然
卖出了超过7亿元的票房，这也使得《爸爸
去哪儿2》大电影呼之欲出，从而更造就了
人气电影的迅速飙升。2014~2015年贺
岁档，像这样有原著崇拜精神作为观众基
础的电影作品，就有《狼图腾》、《智取虎威
山》、《黄飞鸿之英雄有梦》等许多部，而他
们还有一大特色，就是相当文艺范。

最早于11月21日上映的《黄飞鸿之
英雄有梦》，就是众多“黄飞鸿”题材电影
的“衍生品”，基础正是一个中华英雄黄飞
鸿，相信在香港大制片家江志强的慧眼
下，这个中华英雄会因此再成银幕热点。
而根据人气小说改编的《匆匆那年》、根据
热门动画改编的《十万个冷笑话》、翻拍自
韩国的卖座电影《重返20岁》、由热门综
艺节目衍生而来的另一部大电影《爸爸的
假期》等等，品种多样，花色繁多，对于贺
岁档票房冲击80亿元，也会助一臂之力。

（本报海口11月18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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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大片——

吴宇森姜文徐克三足鼎立

人气电影——
原著崇拜外有文艺吸引力

进口大片——
不会再是好莱坞一枝独秀

本报五指山11月18日电（记者易建阳 通
讯员符国楠）今天上午，五指山市举行了以“践行
核心价值观，共筑美丽五指山”为主题的诗歌朗诵
比赛，旨在增强五指山市中小学生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来自全市共27名选手参加了本次比赛。

记者现场看到，27名选手分成中学组和小学
组展开比拼。选手们结合自身经历，以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旨，分别展现了当代中小学
生的精神风貌。

比赛过程中，还加入了有奖问答环节，现场观
众踊跃抢答。经现场评委评分，最终角逐出一等
奖2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6名。

此次比赛不仅为五指山青少年提供了一个展
示朗诵水平的舞台，还进一步推进了该市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走向深入。

五指山举行诗歌朗诵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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