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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 卖 公 告
黑龙江凯越拍卖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定于2015年4月28日上

午10时依法公开拍卖：海南梦幻岛船艇管理有限公司全部股东权

益价值。参考价人民币13500万元。

公告之日起展样，并办理竞买手续。

报名截止日期：2015年 4月 27日 15时，有意竞买者请携带有

效证件及 100 万竞买保证金到我公司指定地点办理竞买登记手

续。（支票到帐方可参加竞买）

拍卖地点：海南梦幻海岸温泉酒店（海南省澄迈县老城镇经济

开发区盈滨半岛）

公司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邮政街07号

咨询电话：13069898555

补发《土地房屋权证》公告
王秋东向我俩局申请补发位于三亚市河西区金鸡岭街海

南省物资（集团）三亚公司B栋宿舍楼602房的《土地房屋权
证》。原《土地房屋权证》证号为：三土房（1999）字第1449号，
房屋建筑面积为 107.4 平方米，分摊占用土地面积分别为
13.930平方米。已刊登遗失声明，经初步审定，现予公告。有
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自公告之日起二个月内送达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市场管理科和国土环境资源局地籍管理科，逾期我俩局
将核准登记，补发新的《土地房屋权证》，原《土地房屋权证》作
废。

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4月13日

陵水黎族自治县中心农贸市场
2-5楼招商招标公告

一、项目名称：陵水黎族自治县中心农贸市场2-5楼招商项目
二、项目概况：该项目位于陵水县陵城中心大道东侧中心农贸市

场，定位为五星级综合型市场,总用地面积23087.90平方米，占地面
积 5939.5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25778.24平方米。总共 5层，其中 2
楼面积 5945.56平方米，3楼面积 5945.56平方米，4楼面积 5917.25
平方米，5楼面积 3733.97平方米。设有升降电梯和扶手电梯各 8
部，260个车位，4个主出入口。项目目前已完成竣工验收，1楼已投
入使用。

三、招商范围：陵水黎族自治县中心农贸市场2-5楼
四、招商方式：以招标方式实行单层或多层整体招商
五、招商品类：2、3楼为百货服装及超市，4楼为美食娱乐，5楼为

休闲及教育培训场所。
六、限制性要求：2、3楼超市不得经营蔬菜、鱼、肉批发、专业蔬菜市

场及水产市场，且经营范围合法，不得从事其他限制性经营行业。
七、报名材料及要求：（1）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财务状况及信贷

信誉情况良好，并拥有一定的经营能力和抗风险能力；（2）营业执照、
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副本及其复印件(核原件)；（3）法定代表
人证明书（原件）及其身份证复印件（核原件）；（4）委托他人代为投标
及办理相关手续的，还应提交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应当列
明具体委托事项和委托权限）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核原
件）；（5）招标文件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

八、报名时间：2015年4月15日08:30至2015年5月4日12:00
九、报名地址：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建设银行5楼
联系人：王先生 古小姐
招商热线：（0898）83333322

海南新城拍卖有限公司
2015年4月15日

企划：2名
◆大专以上学历，熟练操作计

算机软件；能独立完成广告平

面设计、营销活动策划、销售

方案制作，有电视栏目包装相

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客服：1名
◆大专以上学历，女性。能熟

练使用office办公软件，具有

良好的语言文字写作能力及

语言沟通能力，反应灵敏，工

作细致认真，责任心强。

业务员：5名
◆大专以上学历，35周岁

以下。具有良好的社交

能力和市场销售能力，有

媒体广告工作经验者优

先考虑。

三亚广播电视台广告运营中心
招 聘 启 事

待遇面议，有意者请将个
人简历及联系方式发至：
2955407167@qq.com

咨询电话：
0898-88899319

三亚广播电视台广告运营中心因业务发展需要，现招聘以下职位：

本报讯 4月15日，由中韩联袂打
造的悬疑电影《神秘家族》亮相北京国
际电影节，韩国导演朴裕焕携主演林依
晨、陈晓、惠英红出席，宣布该片定档今
年暑期档上映。

据介绍，《神秘家族》讲述了林依
晨饰演的苗苗与姜武饰演的父亲、惠
英红饰演的母亲、陈晓饰演的弟弟，原
本是一个与芸芸众生一样幸福的普通
家庭。这一看似普通的家庭，背后却
隐藏着扑朔迷离的关系。一天，苗苗
在放学路上遭遇“那件事”，使得家族
关系更加紧张和错综复杂。然而，伤
害苗苗的“凶手”一直隐秘在这个家族
之中，一场惨绝人寰的灭门惨案，将这
个曾经幸福的家庭完全摧毁，真相也
被掩埋在了尘埃中……

《神秘家族》由创造了中国恐怖片
票房奇迹的《京城81号》制作方恒业
操刀制作，邀请韩国和中国台湾、香港
的团队共同打造，其中韩国团队曾创
作了《群盗：民乱的时代》《影子杀人》

等韩国高票房电影，《神秘家族》将集
合悬疑、犯罪、追杀、反击四大元素，在
叙事空间、时间、结构上营造奇特观
感，让观众走进另一种类型的惊悚恐
怖电影观影体验中。 （钟新）

■ 冯巍

《速度与激情 7》在中国上映 5 天
了，这 5 天也是震撼的 5 天，该片创下
首映日票房4亿元、5天票房破10亿元
等多项中国影史纪录，它在中国大卖，
能给中国电影业带来何种启示？

首先是电影观念必须转变。好莱
坞电影人常把电影看作工业，国内影
人常说的电影艺术，并不是好莱坞影
人的目标，他们的目标是制造热销的
电影产品。然而遗憾的是，现在国内
影人中还有不少人把探索电影艺术作
为最大目的，我们每年拍摄 600 多部
影片，但只有三分之一能进影院，其他
小众电影都因缺少市场而“牺牲”，这
显然与好莱坞推崇的电影工业宗旨背
道而驰。

众所周知，电影与生俱来的特性
就是具有商品属性，因此不追求卖座，
便很难收回越来越高的投资，曲高和
寡的结果，自然是失去市场，使电影难
以为继，因此，中国电影人必须学会追
求市场这一观念的转变。

其次，要学会营造视觉奇观，制造
影片卖点，才能促进电影产品大卖。

《速激7》的特技、动作等场面不用说非
常劲爆，另外更新鲜的还在于，影片营

造的“飞机空投汽车”、“悬崖飙车逃
生”、“飞车穿越阿布扎比三座摩天大
楼”等视觉奇观，更是让所有影迷们惊
叫成一片！试着想一想，如果不是影
片中有这么多吸引眼球的新奇情节，
而是仅凭主人公们钢铁侠、蜘蛛侠或
挚天柱一样的钢臂铁拳一通乱打，能
够拴住那么多影迷们的心么？

再次，没有丰富想象力不要轻言
电影。现代电影工业科技水平日新月
异，业内人士常感叹只有想不到没有
做不到，言下之意，只要你想象力够丰
富，制作方就能把你的想象变成画
面。纵观所有卖座电影，大凡有着丰
富想象力，剧情不老套，特技制作够炫
目的影片，就一定能俘获影迷。《速激
7》太有这种实力了，前段时间上映的

《王牌特工》也不落俗套，包括早期引
进中国的分账大片如《真实的谎言》
等，都是想象力丰富的佳片。

那么，《速激7》是否完美呢？当然
不是，故事老套，
英雄不死，剧情
值得推敲，都有
让人不爽之感，
但瑕不掩瑜，影
响不了视觉奇观
带来的震撼。

《速激7》大卖启示何在？

316人叠罗汉出彩
本报讯 上周，来自浙江德清的316位服装

厂工人凭借壮观的叠人塔表演震撼《出彩中国
人》，赢得“史上最壮观叠罗汉”称谓。

挑战过程中，316个人各司其职，彼此配合，
环环相扣，丝毫不差。最终，316名员工，叠出了7
层人塔，近10米高度，意味着底层塔基的人员将
承受超过800公斤的重量。 （欣欣）

林依晨陈晓陷入灭门命案

《神秘家族》定档暑期

本报海口4月16日讯（记者卫
小林）明天又是周末，按惯例又该上
映新片了。记者今天从海南几大院
线获悉，4月17日同一天时间里，将
有4部新片同步登陆海南院线，包括
《万物生长》、《贵族大盗》、《陌路惊
笑》和《十万伙急》。

据介绍，在这4部新片中，影院
业内人士还是看好国产新片《万物生
长》，“青春题材电影近年来非常受影
迷喜欢，包括赵薇的《致青春》、高晓
松的《同桌的你》、张一白的《匆匆那
年》等，而且票房都较高，”海口中影
南国影城相关负责人说，“相信有韩
庚、范冰冰主演的《万物生长》也会成
为观众的最爱。”

记者了解到，在这4部新片中，还
有一部好莱坞影片《贵族大盗》，该片
同样也受影院业内人士青睐，因为它
聚集了“海盗船长”约翰尼·德普、明星

格温妮丝·帕尔特洛和性格演员伊万·
麦克格雷格，然而由于这几天影院都
被《速度与激情7》搅热了，恐怕观众
不会太在意这部好莱坞新片了。

其实，另外两部新片也非常有新
意，比如《陌路惊笑》走的是悬疑惊悚
路线，还使用了新星张峻宁、唐文龙、
何昊阳等人，对惊悚片的内容创新也
作了一定探索，只是影院业内人士担
心，在《速度与激情7》的强大攻势下，
这样的影片算是“投胎”投错了时间，
票房成绩不会太理想。

同样，来自台湾的喜剧题材电影
《十万伙急》，也是一部题材、类型和
内容都新意十足的电影，该片由台湾
影星康康编剧导演并主演，同时还邀
请了香港明星吴孟达联合台湾综艺
达人吴宗宪、台湾演员王彩桦共同出
演，但在这样的档期，恐怕票房也不
会太令人满意。

4部新片今天登陆海南

范冰冰韩庚演绎《万物生长》
《奔跑吧兄弟2》今晚开跑

本报讯 4月17日晚，劲掀收视狂潮的浙江
卫视王牌综艺《奔跑吧兄弟》第二季将开播。

第一期节目堪称童真无限，奔跑团化身圣
斗士降临天府之国成都，本次任务是要保护他
们的雅典娜女神。最令人期待的撕名牌大战，
也是以经典游戏“老鹰抓小鸡”的方式玩起来
的。携电影新作《万物生长》而来的助阵嘉宾范
冰冰，也和该片另一主演韩庚加入了本周的奔
跑团，他们互动火花四射。向来以霸气著称的
范冰冰，这次的表现让所有的兄弟们都对她刮
目相看：真的是太拼了。 （欣欣）

杨洋首站行李丢失
本报讯 2015 年第二季度最受关注的原

创自助旅行真人秀《花儿与少年》正在海外紧
张拍摄中。本季将主打疯狂远行概念，旅途中
的各种未知体验都将深深吸引着守候在电视机
前的观众。

不过，对于美少年杨洋来说，这次远行着实让
他体验了一把“疯狂”的感觉：一出发就发现意外
地丢失了行李。旅程还未开启，“疯狂”就已经来
袭，没有了任何生活用品，这对于一只处女座的

“美羊羊”来说，简直就是逼上绝路了。
更令人意外的是，4月初的伦敦，平均气温只

有5-15摄氏度，并且伴随有大风，在室内都还要
开暖气，而走在伦敦街头，简直就是“风中凌乱”。
行李丢失又遭遇英国版“倒春寒”的杨洋，最终只
能靠穿女士脱的衣服御寒。 （欣欣）

本报讯 4月16日，由中、韩、泰
三国人士首度跨国合作打造的恐怖电
影《魔镜3D》曝光了最新的厉鬼敲门版
预告，并宣布定档今年暑期档上映。

作为2000年由谢霆锋、林心如主
演的华语鼻祖级恐怖电影《魔镜》的重
磅后续片，《魔镜3D》此次曝光的预告
虽然时长只有15秒，却干货十足，魔镜
道具在多个恐怖场面中频繁现身，厉
鬼几欲破镜而出，在即将到来的火热
暑期档，《魔镜3D》将代表惊悚类型与
众多强片同台竞技，带给观众前所未
有的极寒一“吓”。

中、韩、泰三地作为亚洲乃至世
界恐怖类型片的引领者一直佳作频
出，且各自开拓了独具本土特色的亚
类型，所产恐怖片，皆打有特征鲜明
的烙印。此次《魔镜3D》是亚洲三大
鬼王首度联手，片中巧妙地杂糅了各
国的特色，从短短 15秒的预告片中
你几乎可以看到所有恐怖片的经典
元素：灯光闪烁的楼道、恐惧的单身
女性、神秘的老宅旧院、孤独的小孩、
阴郁的老人、真假难辨的戏中戏，干
尸、幽灵、女鬼纷纷冲破“魔镜”扑面
而来，令人毛骨悚然。 （欣欣）

中韩泰三国跨境合作打造

《魔镜3D》暑期上映

《酷爸俏妈》热播
本报讯 由李光洁、佟丽娅、赵子琪、高露

等联袂主演的《酷爸俏妈》正在东方卫视梦想剧
场热播。这部笑料百出、情感线错综复杂的都
市情感喜剧，主要讲述因为两个孩子的归属问
题所引发的前夫和现任男友之间令人啼笑皆非
的夺子大战。

作为首次担任策划人的作品，《酷爸俏妈》从
邀请演员到磨合剧本，李光洁均积极参与其中，此
次饰演的角色，不仅需要纠结于前妻、现女友、追
求者三个女人之间，更是两个孩子的爸爸，谈及与
孩子的相处，他表示：“这次拍戏结束以后，未来如
果有孩子可能更愿意跟他成为朋友，如果可以处
成哥们，那就最好了”。 （欣欣）

4 月 16 日晚，第五届北京国
际电影节在北京隆重开幕。开幕
式红地毯上，包括北京国际电影节
天坛奖评审委主席、法国著名导演
吕克·贝松领衔的周迅、陈可辛、金
基德等7位评委正式亮相；好莱坞
影星阿诺·施瓦辛格、《狼图腾》导
演让·雅克·阿诺等国际知名影人，
以及中国著名导演冯小刚和影星
赵又廷、倪妮、吴亦凡、赵丽颖等
300多位中外明星走上了红地毯。

据介绍，第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为
期8天，入围主竞赛单元“天坛奖”的15
部影片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它们将
角逐“天坛奖”的10大奖项。值得一提
的是，除了《狼图腾》和《智取威虎山
3D》两部在内地票房和口碑双双飘红
的影片之外，其余影片大多是新片。

本届“天坛奖”将评选出最佳影片
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主角奖、最佳女
主角奖等10个奖项。

本届电影节开幕影片是意大利国
宝级导演塔维亚尼兄弟的最新力作《十
日谈》，多位中韩影星参演的动作片《赤
道》，将在闭幕式上进行中国内地首次
公开放映。

“注目未来”国际展映单元是第四

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时由组委会和北京
电影学院本着鼓励电影创新、发现和推
出电影新人而设立的，目的是激发电影
创造活力，增进青年影人间的合作。上
一届共展映影片11部、放映了13场，
场场座无虚席，观影人数达到6000余
人次，今年“注目未来”单元的筹备工作
自2014年11月启动，一共收到报名参
展影片182部，在历时8周的时间里，

经过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和知名影评人
的两轮甄选，并根据北京国际电影节组
委会审看意见以及国别分布情况，最终
确定了16部影片参展，其中包括2部
国际首映影片，英国的《内陆》、比利时
的《自我主义者》，还有2部亚洲首映影
片——爱沙尼亚的《横风之中》、荷兰的
《大西洋》，这16部影片中有13部都是
导演的处女作。 （钟新）

第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
施瓦辛格、吕克·贝松等国际明星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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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总后天来琼慰问劳模
本报海口4月16日讯（记者陈蔚林）记者今

天从省总工会获悉，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
90周年和五一劳动节来临之际，全总文工团将于
本月19日来琼，为我省劳模献上晚会《中国梦·劳
动美·幸福海南》。

据了解，晚会将通过《海南·筑梦琼州》、《海
南·如梦海乡》、《海南·追梦中国》、《共筑中国梦》
等多个篇章，用多种艺术形式，充分展现海南经济
社会发展的成就。

省总工会表示，希望通过晚会广泛宣传劳模
先进事迹，努力形成向劳模学习、向劳模看齐的社
会氛围和价值导向，大力弘扬劳模们的时代精神，
凝聚起越来越多真抓实干的正能量，激励我省广
大干部职工为实现海南科学发展、绿色崛起，凝聚
再创辉煌的强大动力，促进海南经济社会又好又
快发展建功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