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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标 公 示
海口市第二粮食储备公司仓库工程施工招标已于 2015年

5 月 12 日在海口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附楼3楼开标大

厅完成开标、评标工作，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为海南中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为中南城建（海南）建设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为海南省泰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本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2015年5月13日～5月15日），如

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内向海口市房产开发经营公司投诉（电话：

0898- 66511658）。

《海口市江东组团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D56、D60、D63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为解决江东组团桂林洋开发区工业区东南部区域规划道路与现
状道路线型不一致和满足工业用地控制要求，促进产业尽快落地，根
据市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精神，我局拟对《海口市江东组团片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D56、D60、D63地块进行规划修改。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
人与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5个
工作日（2015年5月13日至6月2日）。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
（www.hkup.gov.cn）。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hkup0898@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
二行政办公区 15号楼 3057房海口市规划局总工室，邮编 570311。
（3）意见和建议请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8724393，联系人：龙腾卓。

海口市规划局 2015年5月13日

招标公告
一、招标人：五指山市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二、招标代理机构：

华诚博远（北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三、项目名称：五指山市番阳镇万
板田洋基本农田建设项目。四、工程概况：3640.5亩，主要包括土地平
整8.64亩，灌溉渠道19039m，排水沟10459m，田间道路14844m，以
及相配套的桥涵等田间设施。招标范围：土地平整、灌溉渠道、排水沟、
田间道路及其他工程（详见工程量清单），计划工期：365 日历天。五、
报名条件：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并在人员、
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其中，拟派项目经理须是在本
单位注册的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二级（含）以上建造师，具有水利部门核
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且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
理。六、招标文件的获取：请于 2015年5月14日至2015年5月20日，
在 http://218.77.183.48/htms 购买招标文件。详情请登陆 http://
218.77.183.48/htms网站查询。七、联系人：金工0898-68568122

为适应城市建设发展的要求，更好地发挥城市规划对城市发展和
建设的引领作用，确保规划的科学性、前瞻性，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我局组织编制《琼海市嘉积城区万泉河西岸总体规划（2014-
2030）》，目前该规划方案已编制完成。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
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30天（5月13日至6
月11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政府门户网站（网址：http://www.qionghai.
gov.cn/）、琼海市规划建设局、嘉积镇政府、中原镇政府和用地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2671973141@qq.com；（2）
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规划建设局规划股；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北
路规划建设局 邮编：571400（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
未反馈，将视无意见。4、咨询电话：0898-62828967，联系人：王林顺

琼海市规划建设局
2015年5月8日

琼海市规划建设局
《琼海市嘉积城区万泉河西岸总体规划

（2014-2030）》的公示

招租公告
现有海口市区约1万平米用地整体对外出租，该用地

仅可用作花市经营，承租人须对出租地块进行场地整理

投资。承租人须为注册资本金不少于100万元的从事花

市经营的法人企业（不接受个人或中介报名）。报名时间

自即日起至2015年5月15日止。

联系人：翟女士、王先生

联系电话：0898-66528413

中介机构择选公告
根据业务需要，我司向社会公开择选中介机构。包括：
一、业务类别：（一）财务审计、资产评估业务。（二）咨询、测

绘、勘察、造价、设计、招标等工程项目开发业务。
二、中介机构参加择选应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一）具有独

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二）具有相关资质和履行合同所必需的场所、
人员和专业技术能力。外省中介机构需依法在海南省工商部门注册
登记及行业主管部门备案；（三）未被有关部门禁止或限制承接国有
资金投资项目的相关业务；（四）具有与所承接的中介业务规模相对
应的资质等级；（五）法律、法规、规章或行业规定的其他条件。

报名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30号宏源证券大厦5层。
报名时间：2015年5月13日—22日，逾期不再接受报名。
联系人：徐小姐 联系电话：66773673

海口市财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三日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在执行钟卫与王淑转、刘和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经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由
我公司对下列财产进行公开拍卖：海口市文明东路181号振兴大厦13A05号房产
（证号：HK247786号，建筑面积：109.94m2）。参考价：58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
元。现将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5年5月29日15：30；2、拍卖地点：海口市海府一横路113号4
楼拍卖大厅；3、竞买标的咨询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5月28
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5年5月27
日17:00前到账为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户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账号：1009454800000149；6、缴款用途
处须填明：（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12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
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

拍卖机构：海南仲量拍卖有限公司
电话：0898-32863987 18078913399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0691

海南仲量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文昌市文城就业饮食一条街项目
资产租赁价值评估机构中选

公示
文城就业饮食一条街项目资产租赁价值评估机构抽签于

2015年4月29日完成，抽签结果如下：第一中选单位为海南博
泉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第二中选单位为海南中兴华资产评估事
务所，第三中选单位为海南中明智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如有异
议可在公示期内（七日内）以书面形式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单
位公章向我镇提出。

联系电话：0898－63222210 联系人：陈先生
公示单位：文昌市文城镇人民政府

2015年5月10日

据新华社巴黎5月11日电（记者尚栩）第五
届法国中国电影节当地时间11日晚在位于巴黎
香榭丽舍大街的高蒙玛里扬影院举行开幕仪式。
未来一个多月时间里，电影节精心挑选的10部影
片将向影迷展现中国电影的最新发展。

据悉，电影节期间放映的10部影片题材丰
富、风格多样。《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推拿》
《智取威虎山》《重返20岁》《绣春刀》《匆匆那年》
《救火英雄》《我的渡口》《催眠大师》和《警察故事
2013》均为首次与法国观众见面。

当晚，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
长梁戈，电影节形象大使、法国著名女导演安妮·芳
婷，电影节特邀嘉宾徐静蕾，法国国家电影中心和
法国电影联盟负责人等中法嘉宾出席了开幕式。

电影节中方主席、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主任殷
福在致辞中说，近年来中国电影票房成爆炸性增
长，“中国机会”成为世界影坛的热门话题。每年
一届的法国中国电影节是中国电影与法国观众的
约会，是了解中国电影不可错过的窗口，也是促进
中法电影合作的宝贵平台。

第五届法国中国电影节将持续至6月下旬，
除巴黎外，本届电影节入选影片还将在里昂、马
赛、戛纳、比亚里茨、斯特拉斯堡等地放映。5月
16日，法国中国电影节组委会还将同法国国家电
影中心等机构在戛纳共同举办法中电影工作者座
谈会，为两国电影人深入对话提供平台，进一步推
动两国在电影电视领域的合作。

第68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将
于5月 13 日开幕，地中海畔的美丽
城市戛纳将再度因电影热闹起来，
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明星、佳片、
欢宴……年年5月，戛纳都不会缺少
惊喜与精彩。作为今年看点，“新人”、

“现实”、“华语”值得期待。

新主席携新人亮相戛纳

长期以来，戛纳电影节给电影界
留下的印象都是“偏爱老朋友”——常
选择有“戛纳经历”的电影人参加最高
奖金棕榈奖的争夺。去年，这一“特
色”几乎“登峰造极”：18部影片入围
主竞赛单元，其中15部的导演曾有

“戛纳经历”。
今年在红毯上迎宾的电影节主席

将是皮埃尔·莱斯屈尔。他的前任、记
者出身的吉尔·雅各布1978年起执掌
戛纳电影节，为电影节发展立下汗马
功劳；如今，也是记者出身的莱斯屈尔
已进入角色，为电影节注入属于他的
性格。

今年电影节更多向“新人”敞开了
大门。正如电影节艺术总监蒂埃里·
弗雷莫所言：“当知名导演因为时间、
技术等问题没准备好的时候，我们要
将目光投向新一代导演，为他们提供
展现才华的舞台。”

因此，今年主竞赛单元19部入围
影片中，《比炮弹更响》《麦克白》《龙
虾》《市场规律》《玛格丽特和朱利安》
《索尔之子》等作品的导演，均是首次
竞逐金棕榈奖。

现实题材获重视震撼戛纳

在不少电影人和影迷心目中，戛
纳是可以忘记现实生活、享受电影快
乐的天堂。不过，电影毕竟源于生活，
电影节入围影片也越来越多聚焦现
实。据组委会公布的数据，今年报名
影片超过1850部，最终50多部中选，
其中不少关注现实题材，最具代表性
的便是本届开幕影片《高昂的头》和闭
幕影片《冰川与苍穹》。

《高昂的头》是法国女导演艾玛
纽埃勒·贝尔克的作品，聚焦青少年
成长教育问题，讲述法国著名女演
员凯瑟琳·德纳芙扮演的少年法庭
法官和一名教育工作者努力挽救失
足少年的故事。总监弗雷莫说，选
择本片表达出戛纳电影节希望在开
幕式上呈现与以往不同且更具感染
力作品的意愿。

《冰川与苍穹》是法国导演吕
克·雅克第四部长片作品，其此前的
《帝企鹅日记》《狐狸与孩子》和《从
前有座森林》皆关注环境与自然问
题。该片记录法国科学家克洛德·
洛里于斯的发现之旅。他致力于冰
川研究，1957 年前往南极，1965 年
率先预警全球气候变暖及其对地球
可能的影响。

在雅克看来，“全球最负盛名
的”电影节放映《冰川与苍穹》，会鼓
舞人们更好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世
界面对的巨大挑战。组委会则希望
以该片作为闭幕影片敦促人们思考
未来，并预祝今年12月的巴黎气候
大会取得成功。

华语影人赛场内外燃情戛纳

中国导演贾樟柯可谓戛纳电影节
的老朋友，他曾有《任逍遥》《二十四城
记》《天注定》竞逐金棕榈奖，《天注定》
获最佳编剧奖；去年又任主竞赛单元
评委。今年，聚焦时代巨变中个人情
感的《山河故人》是其折桂之盼，由赵
涛、张艾嘉、张译等人主演。

中国台湾导演侯孝贤也与戛纳电
影节颇有渊源。他曾有多部作品入围
争夺金棕榈奖，其中《戏梦人生》1993
年获评审团奖。今年，他携《聂隐娘》
而来，该片拍摄周期长达一年半，强大
演员阵容包括舒淇、张震、阮经天等。

除了在主赛场上释放热情，华语
电影和电影人在今年电影节的“覆盖”
区域也极具“存在感”。在著名的戛纳
电影市场，华语电影和电影人将借此
接触国际买家，探寻更好的国际发行、
发展之路。与此同时，中法电影人座
谈会和“中国之夜”等活动，以及华语
电影人走红毯，也将一如既往为戛纳
电影节添彩。 新华社记者 尚栩

（新华社巴黎5月11日电）

新人·现实·华语
——第68届戛纳电影节看点

第五届法国
中国电影节巴黎开幕

本报海口5月12日讯（记者卫小
林）好莱坞英雄题材大片《复仇者联盟
2：奥创纪元》（简称《复仇者联盟2》）在
北美上映10天后，今天终于在海南上
映了。顶着该系列影片第一部在中国
影市创收5.68亿元、历史排名第38位
的美名，全国院线界对该片寄予极大
期望，排片占比高达60%以上，希望票
房赶超《速度与激情7》，这是记者今天
从海南几大院线获悉的。

据介绍，海南院线界对该片同样
抱着极大信心，海南院线排片占比也
超过了全国平均的60%，仅海口8家
影城今天就排出近50场，有的影城甚
至是“全天候”放映，如此高调，不但超
过了去年放映《变形金刚4》的水平，也
与近一个月来一直热映的《速度与激
情7》不相上下。

记者了解到，截至今晚8时记者
发稿时止，《复仇者联盟2》全国总票房
已在内部统计数据库中实现了1.2亿
元，说明该片的确是吸引影迷的强
片。而今天晚上还剩几个小时，估计
该片首映日的全国票房还要高。“不过
这部影片选在周二首映时间不是很
好，”海南院线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因
为周二全国影院都是半价日，这会大
大影响该片首映日的票房成绩。”

据悉，该片已经连续两周领跑北
美周末电影票房榜，目前全球吸金已
经超过9亿美元，而它的投资仅有2.5
亿美元，早早收回成本实现赢利。

内容方面，相比《复仇者联盟》第一
部，《复仇者联盟2》中增加的感情戏使
剧情得到了升级。除鹰眼的家庭温情
戏外，黑寡妇和绿巨人之间的暧昧情愫

也是一大看点。此外，《复仇者联盟2》
对各位超级英雄的黑暗面也进行了探
讨，尤其是片中的红女巫拥有制造幻象
的能力，正是通过她的手，钢铁侠看到
了同伴死去的惨景。片中角色们的装
备也有了更新，比如绿巨人浩克这次穿
上了一条弹力裤，这条高科技短裤由超
细纤维制成，可以随意伸展；而鹰眼的
箭筒也变得更加自动化，装箭速度也更
快了，他的弓还增加了红外线瞄准和声
波瞄准装置；美国队长的盾牌可以被随
时召回，就像钢铁侠的装甲一样；黑寡
妇也有了炫酷的新武器——一对战斗
短棍，由菲律宾竹节棍演化而来；反浩
克装甲是钢铁侠的又一力作——专为
对付绿巨人浩克设计，企图控制浩克，
并减小其发狂时造成的损害，那就是一
颗低轨卫星在时刻监测着他。

李响单膝下跪求婚
本报讯 5月11日晚，江苏卫视《为她而战》

节目录制现场，李响在比赛奋战张晋获胜后，激动
地向孙骁骁下跪求婚，孙骁骁喜极而泣立刻答应。

在南京录制的明星夫妻博弈真人秀《为她而
战》节目中，李响和众望所归必能赢的张晋进行直
接对抗，两人在360度旋转的站台上一个作为防
守方，一个作为进攻方，需要进攻方突破防守方一
跃穿过环形道具。首轮对抗中，李响体力不支，大
汗淋漓，孙骁骁贴心地为其擦拭额头汗水。现场
局面焦灼，第二轮比赛中，李响突然异军突起，和
张晋激烈对抗，更有几次直接逼倒张晋，如一匹黑
马战胜了强劲对手张晋。李响激动不已，当场对
孙骁骁表白道：“你可以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为你
筹办一场公主一样的婚礼吗？”面对用情至深的李
响，孙骁骁喜极而泣，一口答应：“可以！”（欣欣）

《土豪520》发终极海报
本报讯 5月12日，电影《土豪520》片方发

布影片终极预告和落魄版海报，吴镇宇、姚星彤、
马天宇三人虐恋再度升级。

终极预告中，马天宇变身腹黑男，一场龟女争
夺战一触即发。而吴镇宇令人意外的独白，姚星
彤和马天宇的哭诉，也令电影中吴镇宇的命运走
向充满了疑惑和期待。同时曝光的海报中，落魄
土豪吴镇宇流浪罗马街头，一脸落寞，犹如乞丐般
渴望爱情。预告片结尾，更出现落魄吴镇宇鼓起
勇气向姚星彤求婚的动人戏份。

与此同时，一向做事冷静的海归精英马天宇，
也因爱生妒，为爱成狂，甚至变成腹黑男，试图阻
挠吴镇宇和姚星彤之间的感情，三人之间的爱情
战争一触即发。 （欣欣）

《于无声处》逆袭都市剧
本报讯 国安反间谍剧《于无声处》交出亮眼

成绩单：央视首播，收视率稳居同时段第一，连续
三日登顶，尽管经历五一停播，节后复播仍雄踞全
国50城收视率第一。

主创历时5年认真打磨和专业功底，让这部
戏不仅好看而且耐看。与其他都市剧相比，《于无
声处》虽然题材严肃，但范儿正却不呆板，没有刻
意贩卖国安剧的概念，反而大走生活化路线，反谍
悬念中有生活，轻松诙谐搭配紧张烧脑，反谍与生
活自然融合，真实性与传奇性相得益彰，被戏称

“拎得清正剧范儿，耍得了小清新”。 （欣欣）

本报讯 根据天下霸唱描绘的“鬼
吹灯”探墓世界改编的电影《寻龙诀》，
日前正式发布破界版海报，主演陈坤、
黄渤、舒淇、Angelababy、夏雨探墓五
人组气势如虹杀出冥界，力图冲破狰狞
的冥界之墙，挣脱回生的世界。

此次发布的破界海报，除摸金校尉
陈坤、黄渤、舒淇铁三角外，重要角色
Angelababy、夏雨也齐聚登场。海报
中，陈坤饰演的胡八一左手牵绳索，右
手持飞虎爪，孤勇果敢；黄渤饰演的王
凯旋则蓄着长发，挥舞工兵铲冲破墙
面，画面中二人一齐怒目狂吼；舒淇扮
演的Shirley杨则手举金刚伞满脸杀
气腾腾，她表示挺享受这种颠覆感：“不
用在意美丑，把自己弄脏，就可以更放

肆”；一贯走女神范儿路线的Angela-
baby陡然一变，穿军装背上军用水壶，
完完全全一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小
知青模样；而造型细节最为丰富的要数

“大金牙”夏雨了，金链、金牙等“奸商”
打扮喜感十足。

海报中，众人探墓造型褪去杀青照
的80年代摇滚范，更符合原著读者们的
想象。而金刚伞、工兵铲、飞虎爪等探墓
神器，也让神秘的鬼吹灯世界日益清晰
具体。海报里，五人从一面遍布骷髅化
石的墙体挣脱而出，导演乌尔善解释，这
墙正是生死之隔的冥界之墙，“摸金校尉
们从地上进入到地下，穿越墙壁打开了
充满死亡气息的世界，《寻龙诀》讲述的
就是众人穿越生死世界的冒险。”（欣欣）

本报讯 5月 12日，大型历史揭
秘电影《旋风九日》在京举行题为“九天
改变世界”盛大首映礼，政商学影各界
大佬盛装出席，为影片宣传造势。

据介绍，《旋风九日》首度揭秘邓小
平访美九日的台前幕后，卡特总统、布
热津斯基等多位重量级人物都将出镜，
讲述这场“纸牌屋上空的中国旋风”。

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首度访
问美国，这是他作出改革开放决定后的
重要一步，也是之后中美关系缓和的重
要标志。邓小平访美对于中美两国发
展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因此，《旋
风九日》无疑是一部关系到每一个中国

人和每一个美国人的揭秘电影。
导演傅红星和摄制组多次远赴美

国，邀请了包括卡特总统、布热津斯基、
保罗·凯利等多位重要人物出镜，他们
都将伴随《旋风九日》的公映在中国与
观众见面。

为提前见证这一伟大时刻，著名表
演艺术家田华和王晓棠、著名导演翟俊
杰、尹力都出席了北京首映礼。更难能
可贵的是，首映礼现场，记者还看见了
邓小平访美时的两位贴身警卫孙勇和
张宝忠，两位老人如今已是耄耋之年，
但在回顾起邓小平访美九天时仍然热
血澎湃。 （欣欣）

《寻龙诀》曝破界海报
陈坤黄渤舒淇献探墓首秀

《复仇者联盟2》高调上映
业界期盼票房赶超《速激7》

《旋风九日》北京首映
戛纳
电影节

《寻龙诀》中的黄渤、舒淇、陈坤（左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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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执导的《山河故人》将竞逐金棕榈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