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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城投置业有限公司关于三亚市榆亚路
1号旧城改造项目（已建两栋安置楼）

前期物业管理项目中标公告
海南菲迪克招标咨询有限公司就三亚市榆亚路 1号旧城改造项

目（已建两栋安置楼）前期物业管理(项目编号：HFGC2015739)组织
了公开招标。本项目于 2015年 3月 11日发布招标公告，2015年 3月
31日开标，并完成了评审工作。现将中标结果公告如下：

中标人：海南鸿洲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中标金额：1.46元/平方米·月
联系方式：采购人：三亚城投置业有限公司，联系人：郑工，电

话：0898-88256961；
代理机构：海南菲迪克招标咨询有限公司，联系人：庞瑞霞，电话：

0898-88662405
海南菲迪克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2015年4月3日

招标公告
万绿园至印象剧场段海岸线设施灾后应急修复工程已由

海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建设，招标人为海口市城市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政府投资，项目已具备招标条
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监理进行公开招标。

本次施工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国内独立法人资格且具备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或以上资质，其中，投标人拟
派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须具备水利水电专业二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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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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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水电乙级及以上资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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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招标单位：海南省工业学校；二、代理单位：山东华安泰恒信建

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三、项目名称：海南省工业学校金工实训车
间；四、工程概况：建设地点：定安县，建设规模：新建金工实训车间1栋，
主要建设电焊车间、车工车间和钳工车间，总建筑面积 1292.60m2；五、
投标资格：具备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含）以上资质，2012年1月以
来已完成过的单项合同造价在300万元（含）以上的钢结构工程业绩（以
竣工验收时间为准）。项目经理须具备建筑工程专业二级或以上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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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5 年 4 月 7
日至 2015 年 4 月 14 日，每日上午 8：30 时至 11：30 时，下午 14:30
时至 17:00时，在海口市美兰区下洋路6号泰河阁小区A1幢2层2B房
持单位介绍信购买招标文件。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元，售后不退。
七、本公告同时在海南日报、海南省招投标监管网和中国采购与招标网
上发布；八、联系人：何工电话：65301197

清算公告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海南鸿胜

达潜水服务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19日召开股东会决定解散
公司，现已成立清算组进入清算阶段。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
见报后45日内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
办理债权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联系人：邓权，联系电话：15308914777
联系地址：陵水县椰林镇武装大院陵水环球办公大楼二楼。
海南鸿胜达潜水服务有限公司清算组
清算组组长：邓权

海南鸿胜达潜水服务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日

清算公告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陵水美人

鱼旅业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19日召开股东会决定解散公司，
现已成立清算组进入清算阶段。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见报后
45日内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
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五平，联系电话：13976790666
联系地址：陵水县椰林镇武装大院陵水环球办公大楼五楼。
陵水美人鱼旅业有限公司清算组
清算组组长：张五平

陵水美人鱼旅业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日

招标公告
招标人：陵水黎族自治县土地储备开发整理中心；招标代理：海南

正投项目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工程概况：陵水县英州镇廖次洋基本农田
整理项目位于陵水县英州镇；项目建设规模13163亩；计划工期：365
日历天。招标范围：土地平整、灌溉和排水、田间道路工程及其他配套
工程。投标人资格要求：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上资
质的施工企业；2012年至今，承接过单项造价为1800万元（含）以上的
类似项目业绩（含农田整理、土地整理、水利工程项目）。项目经理具备
水利水电专业注册建造师贰级及以上资格，具备有效的安考证，未担任
在施工程的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具备水利水电类专业中级及以上职
称。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5年4月3日至10日在海南省政务中心
网站购买标书，标书每份500元，售后不退。其它具体事宜详见2015
年4月3日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网站。本公告同时在《海南
日报》、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海南省人民政府政
务服务中心网站发布。曾工：13976119860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世纪公园段海岸线设施灾后应急修复工

程已由海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海发改投资函（2015）201号批准
建设，招标人为海口市城建集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为政府投资，出资
比例为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1）项目概况：项目位于海口市世纪公园滨水海
岸地带。建设内容包括沿线受损防潮堤的修复、人行道及骑游慢行道
的修复；栏杆、照明、景观小品及构筑物的补充、园林绿化的修复，土石
方的清运及海域抛石的清理等。建安费约638.28万元，工期30日历
天。施工、监理各一个标段。（2）招标范围：施工标为世纪公园段海岸
线设施灾后应急修复工程施工；监理标为施工及保修阶段全过程监
理。3.投标人资格要求：（1）施工标要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水利
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含）以上资质，业绩要求2012年1月至今
施工的水利工程类项目单项建安合同额达500万元（含）以上，项目经
理要求具有在本单位注册的水利水电专业贰级（含）以上注册建造师，
具备有效的省级（含）以上水利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

格证，且不得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2）监理标要求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国家水利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水利工程施工
监理乙级（含）以上资质，业绩要求2012年1月至今监理过水利工程
类项目单项合同投资额达500万元（含）以上，项目总监要求具备国家
水利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在本单位注册的水工建筑注册监理工程师
资格与总监岗位证。（3）投标人须提供经当地（项目所在地或单位所在
地）检察机关查询后出具的关于单位、法定代表人、拟派担任本项目的
项目经理（或总监）无行贿犯罪档案的证明材料（须在有效期内）。（4）
不接受联合体投标。4.招标文件的获取：请于2015年4月4日起从海
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www.hkcein.com）电子招投标专区下载招标
文件，招标文件500元/本在递交投标文件时缴纳，招标文件售后不
退。5.投标文件的递交：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15年4月24
日8时30分，地点为海南省海甸五西路28号海口市建设工程招标投
标服务中心附楼开标大厅。6.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
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海南日报》、海口市建设
工程信息网上发布。7.联系方式：招标人邓经理66528403，招标代理
朱工68539829，海口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大厅66156091。

刘烨今上《非诚勿扰》
本报讯 4月4日晚，刘烨将正式亮相《非诚

勿扰》担任新的点评嘉宾，自封“高颜值小鲜肉”在
场上秀口才、秀演技、秀唱功。

银幕上，刘烨是知名影帝、一线小生；生活里，
刘烨是一刻不消停的明星段子手。到了《非诚勿
扰》，刘烨也毫不保留地释放自己的搞怪功力。登
场前，刘烨先献上了一段“自拍大片”：伴着一支欢
乐小曲儿左右摆头，最后举起一张写着“哥帅吗”
三个字的纸牌定格画面。登场后，刘烨幽默声明
道：“我拍这条短片其实就想给大家发个福利，像
我颜值这么高的一位小鲜肉，能见到就是一种福
利！”如此别致的开场，逗得全场忍俊不禁，女嘉宾
更是忍不住纷纷示爱，“酷酷哒、萌萌哒，”刘烨也
大方回以“么么哒”。 （欣欣）

王姬感叹挣钱不容易
本报讯 从《北京人在纽约》中的阿春、《罪证》

中的林寒冰、《护国良相狄仁杰》系列中的武则天，到
《天下第一楼》中的刘金锭、《大风歌》中的吕后，王姬
在不同时期塑造的角色，一直都在尝试颠覆自我。

最近在《掌声响起来》中，王姬跟大家边聊边
“诉苦”：“最近在山东沂蒙山区影视城拍一个非常
有年代感的戏，叫《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从来没
这么苦过，我以为到了山区，吃差点住差点都没什
么，但空气还这么差，我都喘不过气了。前几天拍
一个雪景，我以为他们撒的盐呢，原来撒的是化
肥，弄得眼睛直流眼泪。拍戏不容易呀，挣点钱太
不容易了。” （欣欣）

本报讯 4月3日，《中国好声音》
节目组发布官方消息，确认那英、汪
峰、周杰伦、庾澄庆将担任《中国好声
音》第四季（简称“好声音4”）导师。

最受期待的新导师周杰伦是首度
担任“好声音”导师，恰巧在他公开分
享妻子昆凌怀孕喜讯的同时，“好声音
4”也公布了四位导师的全部阵容。

作为《中国好声音》的开朝元老，
那英曾伴随“好声音”走过三年旅程，
带出了两位“小冠军”；汪峰也曾两度
担任“好声音”导师，麾下人气学员帕
尔哈提、耿斯汉、毕夏、陈乐基等都用
自己的声音打动了亿万观众。

据悉，“好声音4”将于6月开始
录制，7月份开播。 （钟新）

本报海口4月3日讯（记者卫小林）
由中、美、英、法、加五国合拍，《勇敢的心》
的动作指导尼克·鲍威尔执导、好莱坞双
料影帝尼古拉斯·凯奇和重量级青春明星
海登·克里斯滕森联合主演、中国女星刘
亦菲担任女主角的《白幽灵传奇之绝命逃
亡》（简称《绝命逃亡》），今天终于在海南
各大院线与全国同步公映。“这个片子啊，
上映前经历了紧急撤档、一致低口碑差评
等多重‘事故’，真的很不容易啊。”海南一
位影院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三次改名

这位在海南影院业内从事电影发行达
30年以上的资深影人告诉记者，《绝命逃
亡》是2012年11月宣布开拍的，当时出品
方云南电影集团还在北京搞了一个隆重的
开机发布会，并把导演尼克·鲍威尔、主演
海登·克里斯滕森请到北京做了高调的宣
传。当时片方给出的看点是：中国元素最
多的好莱坞商业大片、好莱坞顶级团队制
作、《勇敢的心》的动作指导尼克·鲍威尔担
任导演、好莱坞双料影帝尼古拉斯·凯奇和

重量级青春明星海登·克里斯滕森联合主
演，中国一线女星刘亦菲担任女主角，将把
该片打造成最具好莱坞气质的合拍片。

然而还真应验了“好事多磨”。这部
影片从最初定名《最后的战争》，到后来改
名为《绝命逃亡》，现在最终上映，又改成
了《白幽灵传奇之绝命逃亡》，三改片名究
竟为哪般？没人解释，因而就不得而知。

一次撤档

这位资深人士介绍说，更让人疑窦丛
生的是，该片还经历了一次映前紧急撤档

“事故”：片方最早将影片定于2014年9月
底公映，然而就在公映前几个小时，片方却
宣布紧急撤档。究竟为什么紧急撤档，云
南电影集团给出的说明是，由于国外投资
合作方及国际发行方的原因。作为中国为
主的合拍电影，在中国上映的时间却受制
于国外合作方，这真的让人难以理解！如
此措手不及，也让内地有的影院已经放映
了点映场而无法“收回”，因此影院业内人
士称此举为“天大的笑话”。但是不是海外
合作方怕中国先上映会影响北美今年2月

份上映的票房？这更没人解释了。

一致低评

《绝命逃亡》今天全国公映，但豆瓣网
给出的评分仅仅只有4分，时光网给出的评
分，还从白天的5.3分降到了今晚7时记者
发稿时的5.2分，对于如此号称国际大制作
的五国合拍片来说，真的堪称惨不忍睹。

在中国的口碑如此低迷，海外尤其是
北美又如何呢？先于中国一个多月上映
的北美地区，睹是先睹了，但并不“快乐”。
美国著名的影评网站烂番茄网给出的新鲜
度指数仅有7%！看来，中外影迷给予《绝
命逃亡》的评价是一致的低评。

“不过话又说回来，《绝命逃亡》也并不
是完全一无是处，”这位资深人士说，“这部
电影真的把故事背景设置在中国，虽然外
国人的面孔多过中国人，但内容还是很中
国化的，加上凯奇、克里斯腾森和刘亦菲都
拥有一定量的影迷，票房还是不至于太差
的。映前经历虽不顺，但并不代表映中业
绩。至于影星口碑，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都很正常，最多也就让人吐吐槽吧”。

黄晓明将上《昆仑决》
本报讯 作为一线巨星，黄晓明如今在演艺圈

的发展可谓风头正劲、全面开花。而鲜为人知的是，
除演戏之外，黄晓明对搏击也颇有研究。近日，黄晓
明正在苦练搏击，将于4月12日亮相江苏卫视《昆仑
决》赛场，为好兄弟“中华虎”杨建平站台助威。

4月12日，《昆仑决》将走进湖南常德，打响
精彩激烈的中外对抗赛。“中华虎”杨建平将代表
中国领衔出战，与“搏击玫瑰”唐金、“泰拳第一人”
雅桑克莱、比利时搏击悍将马拉特·格里戈里安等
一众中外搏击明星联袂上演顶级真人格斗大片。

身为中国搏击领军人物，同时又在家乡常德
开战，杨建平目前正在进行刻苦训练积极备战，准
备献给家乡人民精彩比赛，为国争光。黄晓明笑
称“除了为好兄弟助阵之外，我练搏击也是在为成
为‘硬汉男神’做准备”。 （欣欣）

故事背景设置在中国，尼古拉斯·凯奇携手刘亦菲主演

中外合拍片《绝命逃亡》公映

“好声音4”导师确定
由周杰伦、庾澄庆、汪峰、那英组成

本报海口4月3日讯（记者王黎刚）
海南省艺术学校琼剧专业演员今天在海
口美兰机场国际航站楼举行了以“乡土、
乡音、乡情”为主题的琼剧文化演出。

演员们表演了《三拜花堂》、《手拿碧
桃》、《绿波红叶》等经典琼剧选段，受到广
大旅客特别是清明节返乡扫墓祭祖的海
外侨胞的欢迎和赞扬，让海外侨胞切实感
受到了浓郁的乡情乡韵。

琼剧是海南地方戏曲，更是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蜚声东南亚华人世界，尤
其是在东南亚海南侨胞中间，更是影响深
远。此次琼剧文化演出活动由海口美兰

机场与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民生广播联手
合作，旨在弘扬海南民俗文化，塑造海南
国际旅游岛新名片。

据了解，近年来，为丰富旅客候机体
验，提升服务品质，美兰机场在国内、国际
航站楼相继举行多场文艺演出，竹竿舞、原
生态黎族器乐演奏、快闪等节目的表演，向
旅客充分展现了海南的风土人情以及美兰
机场的热情好客。此次琼剧文化演出活
动，是美兰机场致力打造文化空港，助力海
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又一积极举措。

据悉，今天引进的琼剧表演活动将持
续到4月6日。

琼剧演出走进美兰机场

那英将四度走上《中国好声音》导师席

尼
古
拉
斯
·
凯
奇
（
左
）
和
海
登
·
克
里
斯
滕
森
在
《
绝
命
逃
亡
》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