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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我公司房产招租，整层承租者优先，意向者请与我

公司联系，联系人：吴先生，电话68669823，18907668786；

林先生，电话68623128，13876076351。房产具体情况：

信恒大厦第 7层，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 123-8号，建筑

面积1279.66平米，套内面积915.14平米，毛坯、有房产证，

目前空置。信恒大厦位于黄金地带，地上28层、地下2层，

设施齐备，写字楼功能齐全。

中国信达海南分公司

2015年1月4日

房产招租公告

海口京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尚运·上品”项目南临滨海
大道主要景观道路，东临牡丹路，北临民生西路，规划用地面积
31064.34m2。现拟建8栋地上2-32层、地下1层商住楼，建筑面积地
上 112682.26m2、地下 27034.99m2，其中三面临街的第 1、2层主要配
建商业、建成后无偿移交给政府的 501.86m2居委会、501.48m2派出
所、2003.65m2公立社区医院，以及按规划要求设置的2065.22m2超市
型农贸市场，各项指标符合规划要求。现建设单位申请在各栋塔楼屋

顶设置太阳能热水系统，依据市图审中心《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方案
审 (复)核表》(琼 B 太阳能核字 [2014]038 号)，可补偿建筑面积
1212m2。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与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
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5年1月4日至1月15日）。
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www.hkup.gov.cn）；建设项目现场。3、公
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
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2047房海口市
规划局规划技术审查二处，邮编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
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8，联系
人：邓志敏、陈振涛。

海口市规划局 2015年1月4日

尚运·上品项目设计方案及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
补偿建筑面积批前公示

和风花苑项目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批前公示
海口市新埠岛开发建设总公司开发的“和风花苑”项目位于海口

市新埠岛中部，规划用地面积48963.12平方米，用地性质为二类居
住用地。依据市图审中心《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方案审(复)核表》(琼
B太阳能核字[2014]061号)，可补偿建筑面积881m2，补偿方案为各
住宅楼整体设计补偿。经审查，补偿后的建筑设计方案符合规划要
求。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与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规
划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5年1月5日至2015年
1月16日）。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www.hkup.gov.cn）；建设
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
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
15栋南楼 2056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建筑技术审查一处，邮编
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
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68，联系人：李召才。

海口市规划局 2015年1月5日

为了美安生态科技新城道路命名更加科学合理，体现美安的文化底
蕴，突出新意和特色，让广大市民更加关心美安建设，参与美安建设，现
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美安生态科技新城一期范围内道路路名。具体事项
通知如下：

一、征集路名道路范围：美安生态科技新城一期需命名道路 30条。
其中主干道6条、次干道9条、支路15条，详情请登录高新区官方网站查
询，网址：http://www.gxq.gov.cn/。

二、活动起止时间：从2015年1月4日起至2015年1月31日。
三、活动具体要求：（一）路名要求 1.符合道路命名规范；2.体现海口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特色，具有一定文化内涵；3.结合美安生态科
技新城的发展定位（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具有现代化气息、功能
完善、环境优美的“宜业、宜居、宜学、宜游”的生态科技新城）；4.充分考
虑各道路之间的衔接，易于辩识；5.含义健康，符合社会道德风尚；6.一
路一名，名实相符，使用方便；7.不能使用人名、企事业单位及产品商标
名称命名；8.用字准确规范，避免用生僻字；9.文字简洁，以5个字以下为
宜；10.不得与海口市现有的路名同名同音。（二）须对全部 30条道路提
出路名建议，并附上300字以内说明。（三）路名建议请对照《美安生态科

技新城一期道路名称征集表(对照建设名称)》(官网文件中的附件二)格
式填写。

四、活动参与方式：（一）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方式将《美安生态科
技新城一期道路名称征集表(对照建设名称)》，寄（送）至海口国家高新
区管理委员会（地址：海口市海榆中线狮子岭工业园海口国家高新区管
委会，邮编：571152）。电子邮箱：jjy@gxq.gov.cn。（二）来函或电子邮件请
注明“美安生态科技新城一期路名征集”，并附个人姓名、联系电话。
（三）联系人：海口市民政局 陈太井，电话：68723717；海口国家高新区管
委会 姬靖雅，电话：65483637。

五、奖励办法：（一）路名建议一经采用，奖励1000元/一个路名。（二）
其他参与活动的市民均可获得纪念品一份。

六、注意事项：（一）截稿日期为2015年1月31日，信函以邮戳日期为
准。（二）若数名投稿者对同一道路提出相同路名建议且该路名建议被
采用，奖金归先投稿者。（三）本次活动期间所投路名不得另投他处。

海口市民政局 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
2014年12月30日

海口市民政局 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
关于开展美安生态科技新城一期路名征集活动的公告

项目名称：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年度财务会计报表审计中介机构
选聘；代理机构：中航技国际经贸发展有限公司；招标范围：对农垦集团境
内下属二级公司（不含上市公司）进行年度报表的审计，对农垦集团和二级
公司出俱审计报告；资格要求：1、符合《政府采购法》第22条之规定，2、投标
人应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且独立于采购人及采购代理机构，营业执照合法
有效，经营范围涉及所投项目内容，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
登记证合法有效，3、具有省级财政部门批准的会计师事务所资格证书（证
书中包含本次招标的项目内容）；项目负责人具备注册会计师且在本事务

所注册；会计师事务所需具备在本事务所注册的10名（含）以上注册会计
师（含项目负责人），2011年-2013年每年收入不得低于500万元（含），有
足够人力、物力满足大规模审计的需要，4、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
财务会计制度，5、具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6、必须提供参
加政府采购活动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7、不
接受联合体投标；文件获取：请携带法人代表授权书或介绍信、营业执照、
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经办人或授权人身份证（以上均验原件并收
加盖公章复印件）于2015年1月6日—2015年1月10日（北京时间，下同），
每日上午9时至11时30分，下午15时至17时在海口市世贸东路2号世贸
中心D座1305报名，并购买招标文件。联系人：易工 联系电话：0898-
68564213

招标公告

三亚姑娘苏运莹惊艳“好歌曲”
网友纷纷点赞刷爆朋友圈

“文化惠民直通车”
走进革命老区美大村

本报海口1月4日讯（记者卫小林）由省文
体厅主办的2015年海南省“文化惠民直通车”第
二站演出——戏曲文艺专场晚会，今晚在海口市
美兰区美大村精彩上演。琼剧、京剧、黄梅戏、豫
剧等地方戏曲，让革命老区的干部群众领略了中
华传统艺术的迷人魅力。

省文体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场专场演出
是在去年“文化惠民直通车”探索成功的基础上再次
全新改版的戏曲专场晚会，整个晚会上演了19个节
目，除了海南观众喜爱的琼剧外，还有京剧样板戏联
唱《红色激情》，豫剧《花木兰》选段，广东粤剧《分飞
燕》，湖南花鼓戏《刘海砍樵》，安徽黄梅戏《天仙配》选
段以及东北二人转等多种地方戏曲艺术，不仅如此，
晚会还创造性地改编地方戏曲艺术的舞台演出方
式，上演了戏曲舞蹈、摇滚戏歌、武戏表演、戏曲舞
蹈、戏曲小品等崭新的艺术形式，以生动活泼的演绎
方式，完美呈现了中国戏曲的迷人魔力。

著名琼剧表演艺术家陈育明、刘秀蓉等海南
戏迷熟悉的人物，今晚也登台为观众献艺。

本报三亚1月4日电（记者符王润）
1月2日晚，凭着一首原创歌曲《野子》，
三亚黎族女孩苏运莹一夜成名，不但成
为央视《中国好歌曲》（简称“好歌曲”）现
场导师们争抢的对象，也成为网友们热
议的话题。在海南，这位女孩和她的歌
曲更是刷爆岛民们的微信朋友圈。

“海南净土净音！黎族妹子三亚骄
傲”、“听着这首歌，我的皮肤跟着起鸡皮
疙瘩，真的太好听了，好干净……”、“无边
的淳朴，无边的自由，一个从真正意义上
让人认识海南创作歌手的女子，震颤心灵
的歌声”……很多海南网友的微信朋友圈
里，都在纷纷转发着苏运莹比赛的视频，
以及给她加油打气的话语。“咱们海南有
这样的创作型才女站在全国的大舞台上
展示才艺，真是咱们海南的骄傲！”三亚市
民张蕙兰拿着自己的手机，在微信朋友圈
里转发了一条苏运莹的信息。

这位海南黎族妹子不仅引起海南网
友关注，也获得了全国各地众多观众的
赞许。在央视新闻的官方微博中，对苏
运莹进行了很高的评价——“来自海南
三亚的女孩苏运莹，彷佛‘踏浪而来’的
小魔女，清凉的嗓音、独特的旋律、自由
的灵魂……一曲《野子》，她用歌声剖白
内心，‘怎么风越大，我心越荡，随风自由
地在狂舞……’深深打动了听众，也让5
位导师‘抢到头破血流’。”

苏运莹曾经就读于三亚市第四中
学，在同学和老师眼中，苏运莹是个性格
开朗、活泼而且人缘很好的女孩。在苏
运莹的微博中，通过她的文字和图片，也
向人们展示了这个女孩积极向上、古灵
精怪的性格。“我有明天可以用”、“我很
爱为我自己工作”……这些文字的配图，
很多是苏运莹灿烂的笑容，或者是扮出
可爱的鬼脸。

而在微博中，苏运莹也毫不掩饰对
自己家乡三亚的热爱——她经常转发关
于海南的消息，或者表达对家乡的赞
美。“我的家乡是最美”、“每天醒来都在
想我的大海……等着我吧，大海啊大海
大海”……

记者今天拨通苏运莹电话时并无人
接听。之后，苏运莹通过短信抱歉地告
知记者，目前她正在为下一轮比赛紧张
准备中，由于需要静下心来整理歌曲完
成比赛，因此不太方便接听电话，并表示
比赛完后会接受记者采访。

当记者通过短信告知苏运莹关于她
比赛的消息已经刷爆岛民朋友圈，并转达
了家乡人民对她的关注与祝福时，这位开
朗的三亚女孩在短信里用连连的感叹号
表达了自己对大家的感谢，“真的很感谢
家乡的朋友们！！！真的很谢谢啊！！”、“瓦
会加油改噢！！！！谢谢大家的关心
啊！！！！加油加油！嘿嘿”（注：‘瓦会加油
改噢’为海南话，意为‘我会加油的哦’）

江苏新年演唱会获赞
本报讯 2015年1月1日，江苏卫视2015“爱

你有我”新年演唱会以全新品牌正式和观众见面。
除了顶级明星阵容和炫目的舞美灯光外，江

苏卫视这次还启动了最新颖的手机互动模式，陈
奕迅和周杰伦的“陈伦组合”上演压轴好戏。当
晚，江苏卫视新年演唱会在收视和口碑方面大获
全胜，以CSM50城收视2.32%，7.21%的市场份
额位列1月1日所有节目第一名，收视大幅领先
第二名 70%。在百度指数中也遥遥领先，以
1346712的搜索指数，位列各家卫视跨年或新年
演唱会第一名，晚会凭借极高的品质赢得了收视
和口碑双丰收。 （欣欣）

浙江跨年晚会互动量高
本报讯 2014年霸气重返跨年演唱会市场的

浙江卫视，于2014年12月31日在广州天河体育
中心以一场“跑男团”嗨爆始终的大聚会，赢得微
博互动量高达35亿以上。

12月31日晚的实时直播，最终以1.7%的收
视率获得同时段收视排名第二的好成绩。而#奔
跑吧2015#话题自2014年12月中旬上线以来，
一直以高人气和高互动量多次摘综艺类话题和微
博热门话题榜首位置。跨年晚会播出后，这一话
题更引怪网友持续热议。截至2015年1月4日，
该话题阅读互动量高达35.9亿，讨论数达323.5
万，遥遥领先于其他跨年话题。 （欣欣）

本报讯 传奇巨制《天将雄师》将于
2015 年 农 历 大 年 初 一 以 2D、3D、
IMAX3D形式与观众见面。

该片由著名导演李仁港执导，国际
巨星成龙担任出品人兼主演，汇集了好
莱坞巨星约翰·库萨克、阿德里安·布劳
迪，“龙女郎”林鹏，韩国偶像崔始源，以
及国内知名组合筷子兄弟等主演。在
之前公布的首款剧情预告片中，林鹏化
身英勇善战的娇蛮公主“冷月”，眼神清
澈、豪爽热辣的她频出狠招对成龙饰演
的霍安展开了一场“霸王硬上弓”的爱
情好戏，为这部史诗气质的大片增添了
一抹别样的色彩。

林鹏表示，冷月是一个很极致的女
人，特别相信缘分，她为了霍安可以牺牲
自己的生命，这种既直接又纯粹的爱情
令人感动。在《天将雄师》中，林鹏饰演
的匈安族公主冷月武艺过人，精通弯刀、

双刀、弓箭、短鞭等多种兵器，保护男主
角霍安也变成了她的专属任务，从最初
与霍安“一打钟情”被其意外摘去面纱
后，林鹏饰演的冷月便对成龙饰演的霍
安在态度上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
上演了一出“千里追霍安”的好戏。

据了解，《天将雄师》是林鹏与恩师
成龙继《大兵小将》、《辛亥革命》、《十二
生肖》后的第四次合作，也是她继电影
《大兵小将》卖力“追恩师”无果后再次
上演的“女追男”戏码。林鹏戏称，这次
的“倒追”是因为“不顾一切的少女情
怀”，为了追到霍安，她使尽了浑身解
数，屡次表白，各种放电，十八般武艺齐
上阵，可谓突破了林鹏以往的银幕和荧
屏形象。 （欣欣）

林鹏化身娇蛮公主倒追成龙出狠招

《天将雄师》正月初一贺岁
本报讯（记者杜颖 通讯员符海沧

刘瑾）记者日前从省文体厅获悉，经过多
年发展，海南电影票房去年首次突破2
亿元大关，比2013年增长43.42%。

“去年海南城市影院票房收入为
2.18亿元，放映了19.95万场，观影人数
达到619万人次。”省文体厅影视处负责
人表示，省文体厅对近年来海南影院票
房进行了持续调查监测，2014年，海南

陆续新建影院6家，且均为高档影院，新
增银幕36块，这使得海南全省影院数量
达到了27家，银幕总数达到了118块。

近年海南影院票房数据监测暗显
示，2008年，海南电影票房仅有2200万
元，从2009年至2014年，每年以平均
30%以上的速度突飞猛进，2012年达
1.19亿元，2013年为1.52亿元，2014年
突破2亿元。

海南年电影票房破2亿大关

本报讯 在综艺节目爆棚的当下荧屏
上，江苏卫视以一档搏击赛事《昆仑决》，
拉开了周末体育直播档序幕。

2015年，江苏卫视便文成武就开启
一番综艺新天地，不仅有科学性达人秀
《最强大脑》第二季火爆出击，还增添了
《昆仑决》这一全球顶级搏击赛事的英
雄集结。《昆仑决》是中国原创搏击品

牌，早在品牌建立之初，《昆仑决》就旨
在打造一个世界级的职业搏击平台，开
展中外对抗赛、世界大奖赛、明星超级
战、极限新人王等一系列赛事。

江苏卫视打造的《昆仑决》，既显示
了国内外顶级职业搏击团队的水平，更
是对意志力的锻炼，是对现有节目类型
的扩充。 （欣欣）

《昆仑决》开年“拳”力出击

成龙在《天将雄师》中

苏运莹在比赛中

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