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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一、招标单位：海口市秀英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二、项目名称：

海口市秀英区长流中心小学教学综合楼项目。三、项目概况：位于海口市
长流镇美德村，新建 1栋，地上 5层，建筑面积 1879.76m2，控制价为
3922430.82元。计划工期：180日历天。招标范围：土建、电气、给排水、
室外给排水工程等（详见施工图）。四、投标人资格要求：具有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颁发的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或以上资质；省外企业须具
备《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且满足在本项目资质要求
资质，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止最近3年完成过单项工程合同金额300万
元（含）以上房屋建筑工程，已取得工程质量合格的（时间以竣工验收时间
为准）【提供中标通知书、合同协议书及竣工验收证明材料】业绩，并在人
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其中，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
具备建筑工程专业贰级或以上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
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未担任其他在建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五、招
标文件获取：请于2015年1月 16日起从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下载招
标文件。具体内容详见网络版招标公告。联系电话：15607574789。

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变卖公告

本院依法对海南省海口市外滩中心一期（华府天地）3B座
1805室，建筑面积121.77平方米房产进行拍卖，经三次拍卖流
拍。现本院依法对其进行变卖，变卖价格：911,360.00元。

有意者首先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并于本公告公布之日起
至2015年3月2日下午14时止，将价款存入本院指定帐户并将
银行回执交到本院912室办理竞买登记。变卖房产卖归最高出
价人，同等价位优先购买权人优先，否则按办理竞买登记先后顺
序确定买受人。对上述资产的现状及存在的瑕疵，在本公告发
出后，视为买受人已知晓。

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法官 电话：0432-65251319

唐法官 电话：63070912
二O一五年一月七日

中标公示
长影海南“环球100”项目一期项目设计招标于2015年1月

12日9时00分已在海口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三楼进
行公开招标，已按招标文件确定的办法和有关要求完成评标工
作，评标委员会推荐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为上海市建工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为天津中建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为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

公司。
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2015年1月16日至1月20日），如有

异议可在公示期内向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出书面质疑，
联系电话：0898-68727598。

招 标 人：长影海南文化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中国远东国际招标公司

海南省道路运输局
关于注销市际包车客运（旅游）经营范围的通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运输条例》第十四条和《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三十一条
第二款的规定，我省部分客运企业经营事项有效期届满未获得延续经营
许可，应依法办理“市际包车客运（旅游）”经营范围的注销手续。因我局
行政文件一直无法送到相关客运企业，具体事项通告如下：

一、海南欧巴艾赫汽车旅游租赁有限公司、海南省中旅社旅游
汽车公司、海南省旅游控股有限公司、海南省港澳国旅汽车服务公
司等四家客运企业，“市际包车客运（旅游）”经营权期限已届满，自
本通告公布之日起，不得再从事市际旅游包车经营业务。

二、请本通告公布之日起10日内，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交
回海南省道路运输局，核减“市际包车客运（旅游）”经营范围，并按
证照发放程序重新换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海南省道路运输局
2015年1月8日

勘察设计招标公告
本招标项目海口市白莲东分干渠美安科技新城段改造工程项目已

由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海高新函【2014】428号批
准建设，项目业主为海口国家高新区发展控股有限公司，资金来源为
企业自筹及银行贷款。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招标人为海口国家高
新区发展控股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勘察设
计进行公开招标。项目位于海口美安科技新城规划区范围内。项目
新建干渠渠道总长 8280米，主要建筑物为 2座暗涵、2座倒虹吸、3座
斗门、1 座分水闸、3 座节制闸、1 座泄水闸及改造荣昆水库溢洪道 1
座。可研批复项目建设总投资 26471.23 万元。计划工期 90日历天。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应同时须具备水利工程专业设计乙级或以上资
质和工程勘察（岩土工程）乙级或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
方面具有相应的勘察设计能力，其中，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要求为
本单位水工专业的高级工程师。详情请登录《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
网》（http://www.hkcein.com）。联系方式：王工，电话：0898-68597606

招标公告
本招标项目美安科技新城区外（椰海大道）供水管线工程已由海口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海发改投资函【2013】974号文批准建设，招标人为海
口永庄水务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市政府投资及企业自筹，项目出资比例
为市政府承担1/3，企业承担2/3。现已具备招标条件，对该项目的施工监理
进行公开招标。该项目招标控制价为2635.175455万元，施工标要求投标人
须具备国内独立法人资格且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
（且投标人注册资本金不少于招标控制价的20%），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
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二级（含以上）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备有效的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监
理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国内独立法人资格且具备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乙级
或以上资质，投标人拟派项目总监须具备本单位注册的市政公用工程专业
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最多允许有担任一个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
目的项目总监。详情请登录《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http://www.hkce⁃
in.com）。联系方式：王工，电话：0898-68597606

中标公示
项目名称：三亚市环保监测和执法基础能力建设项目（监理）

招 标 人：三亚市环境监测站

招标代理机构：建业恒安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拟）第一中标候选人：广东省城规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广东省建筑工程监理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广州珠江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公示日期：2015年1月16日至2015年1月20日

如对评定结果有异议者，请于公示截止时间前向主管部门提出，联

系电话：0898-88262633。

2015年1月16日

中标公示
东方市感城镇不磨村耕地开垦项目于 2015年 01月 15日 08

时30分在东方市委一号办公楼二楼开标室进行了公开招标，已按
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和有关法规要求完成开评标工作，经评
标委员会推荐：

第一中标候选人：江西省降龙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吉林省水利水电工程局；
第三中标候选人：青海省水利水电工程局有限责任公司。
公示期：2015年 01月 16 日至 2015年 01月 20 日，如有异议

请在公示期内向东方市国土环境资源局纪检组投诉，投诉电话：
0898-25582740。

项目单位：东方市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
招标代理：海南众益招标有限公司

海南省电信行业及各运营企业
海南省电信行业

一、固定电话业务
（一）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三）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移动电话业务
（一）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三）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三、互联网接入业务
（一）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三）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14年用户满意度指数
82.61
81.33
81.06
82.60
84.03
83.48
81.38
84.92
79.66
76.54
76.62
76.45
74.71

满意级度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较满意
较满意
较满意
较满意
较满意

表一：海南省电信企业服务质量用户满意度指数测评结果

市县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儋州市
琼海市
东方市
澄迈县

2014年用户满意度指数
82.93
81.91
82.63
82.62
83.38
85.46

满意级度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表二：海南省市县服务质量用户满意度指数测评结果

根据原信息产业部《电信服务质量用户满意度指数评价制度》
的要求，为了解广大用户对电信服务质量的要求和满意程度，促进
我省电信运营企业不断提高通信质量和服务质量，维护电信用户的
合法权益，我局委托第三方专业评价机构于2014年5月至2014年
10月，对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
南有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中国铁通
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所经营的固定电话业务、移动电话和互联
网接入业务（ISP）进行了测评。根据相关制度及规定，按照测评方案，
测评采用概率抽样方式，在海口、三亚、儋州、琼海、东方、澄迈等六个
市县的电信用户中随机选取25万多个用户，进行电话问卷调查，完成
了相关测评工作。测评结果表明，2014年度我省电信服务质量用户
满意度满意级数达到“满意”水平。现将测评结果予以公告。

注：按用户满意度指数级度划分（简称满意级度），满意度指数达
90至100为很满意；达80至89.99为满意；达70至79.99为较满意；
达60至69.99为一般；达50至59.99为不太满意；达30至49.99为
不满意；30以下的为很不满意。

海南省通信管理局
2015年1月16日

海南省通信管理局关于发布2014年
全省电信服务质量用户满意度指数测评结果的公告

本报讯 由著名导演金依萌监制、
编剧并联合执导，汇集30余位明星主演
的贺岁喜剧电影《一路惊喜》将于2月6
日全国公映。1月15日，片方曝光了终
极海报和制作特辑，星光熠熠的主演阵
容如数星星般让人应接不暇，郭采洁、
萧敬腾、赵丽颖、凤小岳、夏雨、张译、林
家栋、大鹏、蒋劲夫、孙艺洲、张辛苑等
悉数亮相，将让观众笑翻贺岁档。

据了解，作为华语影坛最具商业眼
光与专业素养的女导演，金依萌一直以
独具特色的“萌式喜剧”风格深受广大
电影观众的喜爱。电影《一路惊喜》作
为金依萌专为除夕量身打造的贺岁喜
剧，不但具有最纯正的“萌式”基因，更

延续了自身的“惊喜”品牌，而定档2月6
日全国公映，也将成为金依萌与情人节
的首次碰撞，届时观众都能在影院中接

受一番“萌式喜剧”的笑泪轰炸。
据悉，《一路惊喜》讲述了一群人在除

夕当天发生的一连串奇遇故事。夏雨在
特辑中笑言：“这部电影很巧妙地把各种
类型片都揉在一个过年大团圆的气氛里
面。”特辑中，我们既能看到郭采洁领衔的
浪漫爱情元素，又能看到蒋劲夫为首的活
力青春元素，大鹏更放言承包了片中的喜
剧元素，孙艺洲也信心十足地打起保票：

“整个全片看下来特别好笑！”多种类型片
元素的有机混搭，将温馨情感故事与时尚
都市喜剧进行了完美融合与呈现。对此，
赵丽颖也在特辑中表示：“我们希望做出
中国版的《真爱至上》，可以给大家带来感
动，带来欢乐。” （欣欣）

成龙为林鹏预留角色
本报讯 将于羊年正月初一上映的传奇巨制

《天将雄师》，不仅汇集了成龙、林鹏、“人气组合”
筷子兄弟、冯绍峰等众多明星，更邀请到好莱坞巨
星约翰·库萨克、阿德里安·布劳迪、韩国偶像崔始
源及大量外籍演员共同参与拍摄，其中，成龙为林
鹏预留角色传为美谈。

在近期由片方公布的特辑中，成龙大哥透露
林鹏在片中意外地成了自己的“老婆”。而谈到要扮
演大哥的“红颜知己”，林鹏也坦言：“这次与国际化
跨国团队合作，真的是‘不打不相识’，大哥对‘冷月’
的要求又很高，要喜怒哀乐、蹦跳打斗样样精通，特
别害怕自己会被他炒掉，幸好这个角色是大哥为我
预留的。”该片也是林鹏与恩师成龙的第4次合作，林
鹏再度升级，在片中成了一位打女。 （欣欣）

《何以笙箫默》热播
本报讯 1月10日，由钟汉良、唐嫣主演，刘

俊杰执导的电视剧《何以笙箫默》作为东方卫视开
年大剧正式开播。播出5日来，在大剧热剧扎堆
的市场中，钟汉良和唐嫣“誓将甜蜜进行到底”的
表现收获了超高人气，收视率一路飘红。

何以琛与赵默笙的相处没有“琼瑶式”的抒情手
法，全凭演员的眼神交流、细节刻画抒发感情，触动观
众心灵。而两人之间那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
情誓言，更是难能可贵，让网友和观众大受感动。

在负能量泛滥的偶像剧环境下，简单深刻的《何
以笙箫默》，贯穿始末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
情精髓，被包裹在了甜美的糖衣之内。看似充满了
钟汉良和唐嫣秀恩爱的桥段，然则向观众传递了其
背后深情执着、白首不相离的正面爱情观。 （欣欣）

张智霖吃辣变章鱼嘴
本报讯 上周六晚东方卫视播出的《两天一

夜》中，除张睿惨遭其余兄弟荼毒变身雷人如花
外；张智霖也难逃一劫，现场猛吃辣椒变成了章鱼
嘴；尉迟琳嘉获封胖蝴蝶也笑倒了一片网友。

在惩罚环节，“峨眉队”需要挑选出一名成员
吃掉3根峨眉山当地特产——超辣泡椒，张智霖
自告奋勇。他表示自己其实不能吃辣，言下之意
此番为了同队兄弟，他要拼了。

张智霖首先拿起一根辣椒小尝一口，顿时被
辣得整个五官都纠结在了一起，很快张智霖就被
辣得要“喷火”了。可他却要一鼓作气，一次吞下
两根泡椒，惊呆其余兄弟。只见勇敢的张智霖抓
起两根泡椒就往嘴里塞，旁边的马可大喊：“变章
鱼嘴！”只见张智霖口含辣椒瞪大眼睛，嘴巴呈

“O”状作势要“喷火”。 （欣欣）

《奔跑吧兄弟》本周收官
本报讯 1月16日晚，《奔跑吧兄弟》在播出

第一季最后一期后将收官。
本期节目将一如既往地充满欢乐的逗比情

节，变身武林高手的“奔跑团”们为了“修炼武艺”，
一个个都变成了水里的“海豹”，卖萌耍宝样样精
通。在游戏环节中，“奔跑团”们将各自的能力发
挥得淋漓尽致，令本周的“撕名牌大战”成为了史
上最精彩的一战。

除了欢乐，本周《奔跑吧兄弟》还多了另一种特别
的情绪——舍不得。因为是第一季最后一期，游戏结
束后节目也将告一段落，深知这一点的“奔跑团”员在
撕名牌进行到尾声时都表现出强烈的不舍。最后大
家聚在一起总结整第一季的表现时，所有“奔跑团”员
都眼含热泪，场面十分令人动容。 （欣欣）

我省确定“中国梦”主题重点创作剧目

现代琼剧《王国兴》在琼开排
本报海口1月15日讯（记者卫小

林）我省继琼剧《下南洋》、《海瑞》之后，
由省委宣传部、省文体厅、省民宗委、省
政协联合指导策划，省琼剧院承担演出
的大型现代琼剧《王国兴》，今天上午在
海南戏院举行开排仪式，宣布该剧被我
省确定为以“中国梦”为主题的重点创作
剧目正式投入排练。

据介绍，现代琼剧《王国兴》描写黎
族领袖王国兴1943年领导黎族人民发
动了著名的白沙起义，面对敌人的血腥

镇压，他首先想到了共产党，主动寻找共
产党领导的琼崖纵队，并一心一意跟着
共产党走。将王国兴英雄事迹搬上琼剧
舞台，展示黎族人民当年之所以主动寻
找共产党琼崖纵队作靠山，是因为共产
党与劳苦大众有着同甘共苦、血肉相连
的鱼水深情，是共产党人具有宁可自我
牺牲也要帮助黎族人民翻身得解放的赤
胆与情怀。通过琼剧舞台将“王国兴找
党”这段光辉历史照进现实，将有着重大
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记者了解到，现代琼剧《王国兴》于
2012年底开始选题策划，2013年11月
特聘国内著名剧作家、广西艺术中心主
任、国家一级编剧、广西剧协主席常剑钧
担任编剧。为塑造好剧中的王国兴一
角，常剑均深入王国兴家乡和黎族群众
聚居地，探访了多位当年白沙起义的见
证者，后经过3个月潜心创作，于2014
年 6月拿出初稿。省琼剧院先后在海
口、北京、上海组织召开了8次剧本研讨
会，邀请了海南文史、民族方面的专家和

北京、上海等地的戏曲专家进行剧本研
讨，常剑钧在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不
断完善提高，最终经九易其稿后形成了
如今的剧本《王国兴》。

据悉，《王国兴》一剧特邀了上海戏
剧学院导演系主任、博士生导师、著名导
演卢昂执导。主创团队还包括作曲朱绍
玉、舞美及灯光设计蒙秦、服装造型设计
王笠君等国内戏剧界知名专家参与创
作，琼剧唱腔音乐设计由海南琼剧界著
名唱腔设计专家张拔山担任。全剧演员

将通过竞岗产生。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开排仪式上，编

剧常剑钧、导演卢昂详细阐述了全剧的
创作立意和艺术追求。《王国兴》一剧将
于今年3月在琼首演，5月参加纪念海南
解放65周年演出，8月赴广西进行第八
届泛珠大会琼桂文化艺术交流演出，9
月参加以“中国梦”为主题的重点创作剧
目展演，11月赴苏州参加第十四届中国
戏剧节演出。

老干部王学萍、张海国出席开排仪式。

片方曝光终极海报和制作特辑

《一路惊喜》将笑翻贺岁档

冒牌神探古天乐空降豪门断奇案

《神探驾到》开侦探喜剧先河
本报讯 由古天乐、张翰、曾志伟、

林家栋、毛舜筠、柳岩、周秀娜、吴千语
等全明星阵容主演的侦探喜剧《神探驾
到》将于2月6日与观众见面。近日片
方曝光了全明星贺岁海报，超级任性、
贺岁巨制；超级奇幻、古怪案情；超级爆
笑、大咖阵容，再加上超级彩蛋，四大

“超级”将助阵《神探驾到》成为2015年
最劲贺岁档大片。

作为2015年贺岁档唯一的一部合
家欢喜剧电影，《神探驾到》将在农历羊
年来临之际带给观众不一样的搞笑体
验，影片的风格夸张奇幻，演员造型与服
饰十分夸张，影片美术指导为曾获第38
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美术指导的何剑
雄，造型顾问为金马、金像双料“最佳造
型师”张世杰，原创音乐为中国新一代原
创音乐宗师麦振鸿，曾为多部电影创作
了优秀音乐。多名业界资深人士助阵，

《神探驾到》因此有了精良的品质保证。
在《神探驾到》中，一个死因不明的

妙龄女子 ，两个家族之间的名利纠葛，
六位狡黠诡辩的嫌犯，最荒诞神探遭遇
最离奇的案件，可谓剪不断理还乱。超
级奇幻与古怪的案情撞上了一位来历
不明、没有背景、又无证件的“神探”，富
豪家的各位成员表现出了不屑，曾志伟
饰演的富豪家族老爷面对查案惊愕表
示“一个女人，六个身份，（死因）都跟我

们有关，哪有那么巧，拍戏啊，贺岁片
啊！”将笑哭观众。而古天乐放下之前
帅气正面的形象，饰演了一位假不正
经、骗吃骗喝的贾侦探，去富豪家办案
一本粉红色的少女日记不离手，并且总
是抠抠搜搜从自己的内衣口袋里掏出
来，不知其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然而就
是这样一位离奇神探，最终还是凭借自
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和明察秋毫之眼，侦
破了离奇命案。 （钟新）

本报万城1月15日电 （记者苏
庆明 特约记者陈循静 通讯员黄良
策）一场普通文艺演出吸引了约2000
人观看，这就是文艺走进基层的魅
力。近来，万宁市政府采取“政府搭
台，群众唱戏”模式，“把群众的戏唱回
群众中间”，得到极其热烈的反响。

15日晚的兴隆文化广场，还未到
开演时间，从长丰镇、南桥镇、三更罗
镇赶来的群众便早早把凳子摆满了广
场。这是万宁市政府组织这4个镇区

的民间演艺团体进行的文艺表演。节
目有印尼舞蹈、民族舞、琼剧唱段、长
笛表演等，部分表演者就是这4个镇
区的农民。

“我们把全市12个镇和兴隆区划
分为北中南3个片区，每个片区按季度
轮流开展地方特色的文艺表演，这场就
是南片区的。”万宁市文体局局长肖传
能说，这是万宁按“周有活动，月有赛
事，年有品牌”的总体规划，把广场文化
送到最基层群众中去的一大举措。

万宁乡镇文艺演出反响热烈

本报营根1月15日电 （记者林
容宇 特约记者黎大辉 通讯员朱德
权）记者今天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民歌民舞民服三进校园组委会获悉，
琼中三进校园活动内容之一的琼中十
大经典民歌MV经过4个多月紧张拍
摄和后期制作近期全部完成。

据了解，这十首民歌大多是在海
南黎族、苗族地区流传已久并被广为
传唱的经典歌曲，包括《门啥乖》《我们
苗村多么美》《我家住在黎母山》《久久

不见久久见》《跋山涉水到妹门》《盟誓
歌》《倾诉歌》《欢迎你到黎寨来》《舂米
谣》和《摇篮曲》等。其MV不仅可以
作为琼中三进校园的教材，还是一张
宣传琼中山美、水美、人美、歌美的文
化名片。

据悉，这十首歌的MV制作精良，展
现了琼中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和富有魅
力的少数民族风情。这十首MV的背景
均采用琼中本土风光和景点，MV中的
群众演员也全部来自琼中当地。

琼中十大经典民歌MV完成

《一路惊喜》剧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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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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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洛杉矶1月14日电（记
者张超群）以对奥斯卡奖进行挖苦和嘲
弄为目的的第35届金酸莓奖14日公布
年度入围名单，票房大作《变形金刚4：
绝迹重生》以7项提名成为最大“赢家”。

全球票房总收入高达10.87亿美
元的《变形金刚4》所获提名包括2014
年度最差影片、年度最差导演、最差续
集、最差银幕搭档、最差剧本和最差男
女配角。源自希腊神话故事的动作片
《大力神》和影片《拯救圣诞》则分别以
6项提名紧随其后。两部影片也都获
得最差影片奖的提名。

曾4次获得金球奖提名的美国女
星卡梅隆·迪亚兹凭借在影片《情敌复
仇战》《性爱录像带》和《安妮：纽约奇
缘》中的表演，得到最差女主角、最差
女配角和最差银幕搭档三项提名。

美国老牌男星尼古拉斯·凯奇主
演的动作、科幻片《末日迷踪》获得3
项提名，上榜最差影片和最差剧本，他
本人也入围最差男主角。获得最差提
名的影片还有《忍者神龟：变种时代》。

金酸莓奖创立于1980年，每年都
抢在奥斯卡奖颁发之前揭晓。今年的
颁奖礼将于2月21日举行。

第35届金酸莓奖提名揭晓
《变形金刚4》成最大“赢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