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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出让公告
（陵土告字〔201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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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
资源局决定以招标方式出让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本次招标出让活动委托海南新城拍卖有限公司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标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竞投人资格：本次招标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
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投标。
属境外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投标的，
须提供境外公证部门的公证书、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
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境外投标人按照上述
规定提交的有效身份证明及其它相关文件，应由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
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事馆认证；香港地区投标人按照
上述规定提交的有关文件，应按规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授权的
香港律师公证并由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审核签章转递并附
以附件确认本。澳门、台湾地区比照香港地区执行。自然人、法人或
其他组织，凡有拖欠地价、严重违反国有土地使用权不良记录的均不
予接受投标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出让按照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
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综合评价标准者得的原则确定中标人。

四、竞投咨询及竞投申请：有意投标者可到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
县椰林镇建设路建设银行五楼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查询和获取《陵水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招标出让手册》，并按招标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申请参加投标。

投标申请时间：2014年 11月 24日至 2014年 12月 24日 12:00
（北京时间）

五、投标保证金：申请人在提交竞投申请前将投标保证金存入陵
水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指定账户（以到账时间为准）。投标成

交后，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地块定金。
六、资格确认：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投标保证金，具备申请条

件的，在2014年12月24日17:30前确认其投标人资格。
七、招投标时间及地点
投标时间：2014年12月26日09:30至09:50
开标时间：2014年12月26日10:00
投标、开标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地

交易大厅
八、其他事项：1、本次招标出让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口头

及联合投标申请。2、本次招标出让不接受邮寄投标文件。3、按正常
工作时间（上午08:00-12:00，下午14:30-17:30）受理投标申请报名手
续，节假日除外。4、本次招标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
准。5、上述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九、联系方式：
联 系 人：杨小姐 陈小姐
联系电话：（0898）83333322 65303602
联系地址：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建设银行五楼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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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hnlmmarket.com
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4年11月24日

宗地号
2014-18号

土地位置
陵水县英州镇珊瑚休闲度假区

用地面积（平方米）
42225

土地用途
住宅

容积率
1.0<容积率≤1.7

建筑密度（%）
≤30

绿化率（%）
≥35

建筑限高（米）
100（60）

出让年限
70

保证金（万元）
6357

陵水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出让公告
（陵土告字〔201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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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
资源局决定以招标方式出让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本次招标出让活动委托海南新城拍卖有限公司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标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竞投人资格：本次招标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
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投标。
属境外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投标的，
须提供境外公证部门的公证书、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
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境外投标人按照上述
规定提交的有效身份证明及其它相关文件，应由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
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事馆认证；香港地区投标人按照
上述规定提交的有关文件，应按规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授权的
香港律师公证并由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审核签章转递并附
以附件确认本。澳门、台湾地区比照香港地区执行。自然人、法人或
其他组织，凡有拖欠地价、严重违反国有土地使用权不良记录的均不
予接受投标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出让按照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
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综合评价标准者得的原则确定中标人。

四、竞投咨询及竞投申请：有意投标者可到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
县椰林镇建设路建设银行五楼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查询和获取《陵水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招标出让手册》，并按招标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申请参加投标。

投标申请时间：2014年 11月 24日至 2014年 12月 24日 12:00
（北京时间）

五、投标保证金：申请人在提交竞投申请前将投标保证金存入陵
水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指定账户（以到账时间为准）。投标成

交后，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地块定金。
六、资格确认：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投标保证金，具备申请条

件的，在2014年12月24日17:30前确认其投标人资格。
七、招投标时间及地点
投标时间：2014年12月26日10:30至10:50
开标时间：2014年12月26日11:00
投标、开标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地

交易大厅
八、其他事项：1、本次招标出让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口头

及联合投标申请。2、本次招标出让不接受邮寄投标文件。3、按正常
工作时间（上午08:00-12:00，下午14:30-17:30）受理投标申请报名手
续，节假日除外。4、本次招标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
准。5、上述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九、联系方式：
联 系 人：杨小姐 陈小姐
联系电话：（0898）83333322 65303602
联系地址：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建设银行五楼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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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hnlmmarket.com
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4年11月24日

宗地号
2014-19号

土地位置
陵水县英州镇珊瑚休闲度假区

用地面积（平方米）
32629

土地用途
住宅

容积率
1.0<容积率≤1.4

建筑密度（%）
≤30

绿化率（%）
≥35

建筑限高（米）
100（60）

出让年限
70

保证金（万元）
4960

据新华社电（记者许雪毅 陈
斌华）第51届金马奖颁奖典礼22日
晚在台北举行。大陆知名演员陈建
斌获最佳新导演、最佳男主角和最
佳男配角三个奖项，成为本届金马

奖的大赢家。
陈建斌因自编自导自演的“处女作”

《一个勺子》获得最佳新导演、最佳男主
角，还因参演《军中乐园》获得最佳男配
角，成为金马奖历史上首位同时获得最
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的演员。

本届金马奖评选中，大陆导演娄烨

的作品《推拿》表现抢眼，获得 6个奖
项。除最佳剧情片之外，还由张磊获得
最佳新演员，马英力获得最佳改编剧本，
曾剑获得最佳摄影，孔劲蕾、朱琳获得最
佳剪辑，富康获得最佳音效。

香港女导演许鞍华凭借《黄金时代》
第三次获得最佳导演奖；台湾演员陈湘
琪凭借《回光奏鸣曲》获得最佳女主角。
大陆演员万茜凭借《军中乐园》获得最佳
女配角。

大陆影片《棉花》获得最佳纪录片，
耿军的《锤子镰刀都休息》获得最佳创作

短片，韩寒、朴树凭借《平凡之路》获得最
佳原创电影歌曲，陈其钢凭借《归来》获
得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台湾电影人易智
言的《行动代号：孙中山》获得最佳原著
剧本，梁婷婷凭借《绣春刀》获得最佳造
型设计，刘强凭借《白日焰火》获得最佳
美术设计。当晚还颁发了最佳视觉效
果、最佳动作设计、终身成就奖、年度台
湾杰出电影工作者等奖项。

今年共有364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马
奖，比上届增加了近百部，再创历史新
高。

《语文故事》小演员
海南海选复赛举行

本报海口11月23日讯（记者卫小林）我国
首部中小学系列校园课本剧《语文故事》小演员海
选海南选区复赛，于昨天和今天在海南华侨中学
高中部举行，数百人参加了复赛，其中的优秀者将
进入下一轮选拔。

据介绍，课本剧《语文故事》以我国中小学语文
课文为题材，将在全国范围内海选一大批善于表演
的中小学生，通过微电影、电影和电视剧等形式进
行拍摄，旨在通过新的视角和新的艺术手法，去挖
掘和展现我国中小学语文课文中的丰富内涵，以寓
教于乐的形式，丰富中小学学生的课堂内容。

记者了解到，《语文故事》小演员海南海选于9
月15日在海口正式启动后，组委会在全省各地进行
了一系列海选，省内不少5岁至15岁的小朋友报名
参加，整个选拔将于12月底举行总决赛后结束。

本报海口11月23日讯（记者卫
小林）为给300位即将退伍的老兵送
上真情的祝福，海南军旅萨克斯手何
野的个人专场萨克斯独奏音乐会，昨
天下午在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演播大厅
举行。音乐会以“忠诚守卫·真情相
伴”为主题，用萨克斯独特优美的音色
和悠扬迷人的旋律，深情讲述了当代
军人的忠诚、奉献、亲情和友情。

音乐会由一群男武警战士表演的
诙谐幽默的舞蹈《警营小苹果》拉开序
幕。何野用低音萨克斯激情演奏了军
旅歌曲《他在那里站岗》，其后，中华民

乐经典《卷珠帘》、《万泉河水》、《神
话》、《烛光里的妈妈》、《小河淌水》等
10余首曲目，被何野以精湛的萨克斯
技艺进行了精彩演绎，整个演播大厅
充满了萨克斯独特的迷人气息。

何野现为武警海口市支队八中
队上尉指导员，他从9岁起学习萨克
斯，曾在高中、大学期间举办过两次
个人专场独奏音乐会。十多年来，他
坚持用西洋器乐演奏中国民族经典
音乐，在掌握萨克斯演奏技巧和独特
音色的同时，走出了一条颇具个性魅
力的萨克斯演奏之路。

萨克斯独奏音乐会举行
本报讯 11月 23日，由香港著名

导演李仁港执导，国际巨星成龙兼任出
品人和主演的2015年春节档IMAX3D
超级传奇巨制《天将雄师》发布一款名为

“成龙‘功’式”制作特辑，以诙谐幽默的
方式，为影迷展现了成龙在拍摄《天将雄
师》期间所运用的10种“神功”。

《天降雄师》此次曝光的“成龙‘功’
式”特辑，从成龙一声充满力量的呐喊

“Action”开始，巧妙地通过一个“功”字，
把成龙在片场的十种“神功”全部展现
——“武功”、“唱功”、“笑功”、“场功”、

“清洁功”等轮番上阵，堪称10“功”全能。

从特辑中可以看出，成龙无愧于“大
哥”这个称呼，在片场始终“闲不下来”，
到处都有他的身影，他不仅耐心指导演
员们的武术动作和表演细节，还事必躬
亲地关心剧组每个人的衣食住行。帮助
抬举摇臂、分发食物和饮料、派发红包简
直就是“小儿科”，这次他还“客串”了“保
姆”，陪小演员们嬉闹，一点没有巨星的
架子，甚至当上动物演员的“护工”，给它
们打理毛发，并笑说“你主人都没我对你
好”。除了照顾剧组成员，成龙也不改幽
默本色，在片场经常逗笑大家，他的一套

“醉枪”，让片场工作人员笑成一团，活跃

了在艰苦拍摄条件下的工作气氛。
据悉，《天将雄师》除成龙领衔主演

外，还集合了好莱坞巨星约翰·库萨克、
奥斯卡影帝阿德里安·布劳迪、韩国偶像
崔始源、中国女星林鹏和王若心以及筷
子兄弟等众多明星加盟，该片将于2015
年农历大年初一（2月19日）全亚洲同
步公映。 （欣欣）

《天将雄师》定档羊年正月初一上映

成龙片场10种“神功”

第51届金马奖在台北颁奖

陈建斌夺三奖成大赢家陈建斌夺三奖成大赢家

兄弟团为灾区祈福
本报讯 11月22日下午4时55分，四川甘

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发生6.3级地震，而东方卫
视播出的大型明星户外旅游类真人秀《两天一夜》
新一期节目中，兄弟团的所到之处正是康定，地震
发生后不久，兄弟团成员们就通过记者向广大观
众报平安并为灾区祈福。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两天一夜》是录播节
目。因为每一期节目的录制素材非常丰富，现场
一般情况下有近30个机位进行24小时不间断跟
拍。因此，一个地点拍摄下来，其素材带的总时长
就有七八百个小时。而最终节目只有90分钟，所
以后期剪辑量非常大。“一般情况下，观众在电视
上看到的最新一期的节目，都是在之前一个月左
右录制完成的，请大家放心，兄弟团很安全。兄弟
团成员也都第一时间联系节目组，纷纷为地震灾
区人民祈福。” （欣欣）

《爸爸去哪儿2》初一贺岁
本报讯 《爸爸去哪儿2》在新西兰罗托鲁瓦

的拍摄，在国内掀起了一股新西兰热。而该节目
的电影版，近日也定档，将于2015年2月19日正
月初一贺岁上映。

据介绍，作为国内最火爆的亲子户外真人秀
节目，《爸爸去哪儿》第二季曾在新西兰完成了为
期3天的拍摄，新西兰不仅成为该真人秀节目第
二季的收官之地，而且也是自节目开播以来的第
一个海外拍摄地。

据了解，近日，《爸爸去哪儿2》原班人马再次
集结，飞赴斐济展开电影版拍摄，旨在完成《爸爸
去哪儿2》的“终极任务”——大电影于2015年2
月19日羊年大年初一上映。 （欣欣）

《推拿》
将于11月28日在全国公映的《推

拿》，是第一部聚焦盲人爱情生活的影
片，改编自毕飞宇所著的茅盾文学奖
获奖同名原著小说《推拿》。该片由娄
烨执导，吴毅担任总制片人，耐安监
制，马英力编剧，曾剑摄影，著
名演员郭晓冬、秦

昊、梅婷、黄轩、黄璐等明星与张磊、王
志华、穆怀鹏、黄军军、姜丹
等非职业盲人演员
共同演绎。

相关链接

陈建斌喜
捧最佳男主角、
最佳新导演、最
佳男配角奖杯。

新华社记
者 申宏 摄

《推拿》导演娄烨高举最佳剧情片奖杯。
新华社记者 申宏 摄

成龙在《天将雄师》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