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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学位办《关于 2015年招收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工
作的通知》，2015年海南大学继续面向全社会招生。海南大学作为国
家重点建设的“211工程”大学，是目前海南省唯一的公共管理硕士
（MPA）培养单位。据统计，我校MPA研究生 95%以上来自政府、党
群、事业、军队等公共部门与机构。

培养目标及报名条件：公共管理硕士（MPA）被称为“高级公务员
的摇篮”，是面向政府部门及非政府公共机构培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
门人才，得到了各个国家的广泛认可。为鼓励国家公职人员报考，人
事部于2005年专门针对MPA报考发出通知（国人部[2005]52号）。

报名方法及程序：2015年6月23日—7月11日，登陆:http://www.
chinadegrees.cn/zzlk生成并打印《2015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报名
登记表》。2015年7月12日—15日到指定地点现场确认。2015年10
月16日后登录信息平台下载准考证。

考试及录取：考试科目为公共管理综合能力测试和外国语，考试时间为
2015年10月25日。录取分数线由海南大学自主划定，结合复试择优录取。

备考及复习：详情请到 http://www.hainu.edu.cn/mpa 查看；咨询
电话及传真：（0898）66292663;联系人：张老师、杨老师；微信公众号：
MPA-66292663 http://www.hainu.edu.cn/mpa E-mail:hainumpa@sina.com

海南大学MPA教育中心地址：海南大学社科群楼A楼A110室

2015年海南大学在职攻读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研究生

招生简章

绿地集团“大消费”战略极
速扩张，绿地全球精品超市6
月27日登陆海南

6月27日，绿地全球精品超市将落户
海南绿地城。据了解，该超市是绿地集团进
军“大消费”领域的核心板块，预计5年内实
现开业50家以上门店。

绿地全球精品超市，依托绿地集团强大
的全球资源配置，汇集全世界超过15000
种优质进口商品，凭借“自产（收购海外食
品、日用品企业）+直采（美国、澳大利亚、英
国、韩国等海外商品采购中心）+直销（线上
线下全渠道）”模式，打造一体化的全产业
链，大量减少了进口商品的交易环节和流通
成本，保证商品的新鲜和平价。这意味着，
在绿地全球精品超市，消费者能以同步全球

的低价买到万种进口商品。

“为海南绿地城，注入最
好的资源”，绿地全球精品超市
填补区域空白

那么，绿地全球精品超市，为什么选择
落户海南绿地城？

“海南绿地城作为由世界500强绿地集
团打造的15000亩国际级综合体大城，海
南省市两级重点项目，我们将为其注入绿地
最好的资源，绿地全球精品超市就是其一。”
绿地海南事业部相关领导说。

15000亩海南绿地城，商办面积超200
万m2，住宅建筑面积800万m2，规划超20
万人入住，消费潜力不可小觑；项目5分钟
直达美兰机场，随着美兰机场二期扩建、机
场商圈的逐步形成，海南绿地城将成为千万

级登岛人群的消费第一站。与此同时，区域
内缺乏优质、高端的商业配套，而绿地全球
精品超市的出现将正好填补这一空白。

绿地全球精品超市落户，
加速海口乃至全岛核心消费目
的地形成

随着海口寰岛实验小学、台湾吉的堡幼
儿园、大地幼儿园等三所顶尖学府签约落
户，肯德基、中影国际影城等大型主力店签
约，以及海南首个特色旅游产业基地“琼北
到城”签驻，海南绿地城配套逐步落地，价值
稳步提升。此次绿地全球精品超市盛大落
户，不仅仅能让业主家门口购遍全球，对于
海南绿地城而言，也是项目价值再一次腾
飞。该超市必将促进人气集聚，加速海南绿
地城核心商圈形成，使之成为海口甚至全岛

核心消费目的地。

万种全球进口商品特价来
袭，“绿地全球精品超市”大型
购物体验展6月27日盛大开启

6月27日-28日，海南绿地城将举办顶
级全球精品超市揭幕仪式暨大型购物体验
展活动。届时，将为广大海口市民带来一场
全球商品狂欢购。1.5万种全球进口商品低
价来袭，德国爱他美奶粉、荷兰牛栏、美赞
臣，进口奶粉低价购；西班牙葡萄酒、精美日
货、韩国化妆品、马来西亚无花果、越南咖啡
……绝对低于市场价，更有惊喜折上折！现
场全球美食、烘焙点心畅快试吃！6月27
日9:30莅临绿地全球精品超市揭幕仪式，
更有机会抽取豪华家电大奖！

先人一步抓住商机，海南

绿地城一期沿街金铺火爆清盘
大批具有投资意识的人，早已先一步嗅

到了绿地全球精品超市这块金字招牌带来的
投资机会。据了解，该超市虽未正式启幕，但
众多投资者已瞄准契机，商业效应先发制人。

海南绿地城沿街商业，开盘单日热销
1.5亿，至今持续揽获1000余位铺主，以火
爆之势，加冕海南商业销冠。200万方省级
商业地标，机场&高铁枢纽商圈，10公里内
唯一超大型商业集群，世界500强绿地运
营，自持50%商业份额，加之国际大型主力
店签约和此次全球精品超市落户，更给铺主
带来无限信心。

绿地城一期45-400m2沿街金铺火爆
清盘，65-125m2板式美宅钜惠让利！

详询：0898-66678666

绿地集团"大消费"战略登陆海南，全球精品超市落户绿地城
1.5万种平价澳美英韩商品，6月27日钜惠空降

本院依据已生效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琼民一终字第58号
民事判决、本院（2011）海中法民一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及权利人申请，
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南比东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海南
玉中实业有限公司、琼海玉中置业有限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
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本院查封了被执行人海南玉中实业有限公司
名下位于海口市龙昆南路的3333.36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国用
（2010）第 005309号]，因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
务，本院拟将对上述土地使用权予以处置。如对上述土地使用权的权属
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异议，并
提交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财产。

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0一五年六月十一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5）海中法执字第43-2号

挂牌出让期限延期公告
我局于 2015 年 6 月 2 日在《海南日报》刊登的《万宁市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万宁市省级储备

地-6号地块、万让 2012-38-1号地块、万让 2012-39-1号地

块的报名截止时间为 2015 年 6 月 30 日，挂牌截止时间为

2015 年 7 月 2 日。因业务需要，现将万让 2012-38-1 号和万

让 2012-39-1 号两个地块的报名截止时间延期至 2015 年 7
月 13 日 17：00 时止，挂牌截止时间延期至 2015 年 7 月 15 日

9:30时止。其他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万宁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6月26日

车辆拍卖公告（第150707期）
受委托，海南中亚拍卖有限公司定于2015年7月7日上午10：00时

在三亚市凤凰路152号烟草大厦6楼会议室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以上车辆为现状净价拍卖，车辆的所有过户、税费等全部由买
受人承担。

标的展示时间：2015年7月3日、6日；
展示地点：三亚市凤凰路152号烟草大厦停车场
竞买保证金：1万元/辆；（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7月3日下午

17：00时前到海口我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或于7月6日
17：00时前到三亚市凤凰路152号烟草大厦一楼处办理竞买手续），
（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

拍卖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路49号中衡大厦17层
联系电话：68523808 13307551678（吴女士）

序号
1
2
3
4
5
6

车牌号
琼B14089
琼B15141
琼B10550
琼B10423
琼D70740
琼B04645

厂牌型号
天籁牌轿车
天籁牌轿车
金旅普通客车
金旅普通客车
田野客车
五十铃货车

登记日期
2005年8月
2006年2月
2004年1月
2004年1月
2002年11月
2006年1月

参考价（元）
36500
34700
7200
7600
2600
6000

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第0713期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三亚市中级

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5年7月13日15:30在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庭
（金鸡岭路383号）按现状净值公开拍卖：三亚市迎宾路177号中国农业发
展银行三亚分行宿舍B栋201室，建筑面积180㎡。拍卖参考价：140万
元，竞买保证金：25万元。特别说明：1、办理产权证照变更所产生的相关
税、费等全部由买受人承担；2、房屋目前属抵押登记状态（三房押字第
071266号）,尚未登记发证；3、标的物的实际面积以国土房产部门颁发的产
权证为准。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7月10日17时止。有意竞
买者请于2015年7月10日17时前以转账方式缴纳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
为准），并于拍卖日前凭法院确认的保证金收据到我公司（海口市国贸大道
48号新达商务大厦2803室）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收取竞买保证金
单位名称：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光大银行三亚支行；账号：
78990188000105830。缴款用途处须填明：竞买农发行201室保证金（如代
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电话：0898-68582500 15120736791 陈先生
法院监督电话：0898-88866919

招标公告
招标人：中盛华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理单位：绍兴市工程建

设监理有限公司；项目名称：海口市桂林洋高校区东寨港大道工程。

工期：270日历天。招标范围：道路工程、排水工程、照明工程、交通

工程、绿化工程等。要求：国内独立法人资格且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

工总承包一级（含）以上资质，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止近三

年内完成的 要求投标单位在投标文件截止时间近三年内承接过市

政公用工程单项合同金额达4000万元（含）以上业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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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在本单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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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具体事宜请详见2015年6月26日海口市建设

工程信息网（www.hkcein.com）招标公告信息。梁工68982069。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法律另有
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应当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
牌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三、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手册，申请人
可于2015年7月6日至2015年7月27日到海南省文昌市国土环境资
源局三楼土地利用股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22号窗口购取挂牌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亦为本公告的组成部
分。五、申请人可于2015年7月6日至2015年7月27日到海南省文
昌市国土环境资源局三楼土地利用股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
时间为2015年7月27日17时00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
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5年7月27日17时30分前确
认其竞买资格。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15年7
月17日至2015年7月29日上午10时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举行。（2015年7月29日上午10时在
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召开挂
牌现场会）。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照
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约定与文昌市国
土环境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出让合同约定
及时缴纳土地出让金。（二）该宗地按现状条件出让（具备动工开发基
本条件），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竞买人申请参加竞买的，视
为对出让地块现状条件无异议。（三）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
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八、联系方式：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清澜开发区一横路、海南
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联系人：林先生、王先生
安先生；联系电话：0898-63330100、65303602、36326216；查询网
址：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文昌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6月26日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文土告字〔2015〕11号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文昌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

地块编号
文国土储

（2013）-19-1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龙楼镇铜鼓岭
钻石大道北侧地段

面积（m2）

18404.12

土地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公
共租赁住房用地）

出让年限

70年

主要规划指标

1.0<容积率≤1.18；建筑密度≤25%；
绿化率≥40%；建筑限高≤7层

挂牌起始价（万元）

3036.6798

竞买保证金（万元）

1823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卫小
林）由《速度与激情》系列电影华裔导演
林诣彬编剧并监制，好莱坞顶级团队倾
力打造的国产喜剧片《横冲直撞好莱
坞》，将于6月26日在海南与内地院线
同步公映，这是记者今天从片方光线影
业海口站获悉的。

据介绍，作为好莱坞著名动作大片
《速度与激情》系列的华裔导演，林诣彬
是首次与中国电影团队合作拍片。该
片由赵薇、黄晓明、佟大为领衔主演，去
年10月份开始在好莱坞拍摄，今年初
开始进入后期制作，4月底正式定档6
月26日全国公映。

记者了解到，在《横冲直撞好莱坞》
一片中，赵薇饰演了一位“渣导游”，她在
枪林弹雨中机智冷静，打斗、追逐，最终

变身成了“空中女飞人”，正是林诣彬的
参与，使得昔日银幕上的女神赵薇，蜕变
成了身手矫健的女汉子。而片中的黄晓
明，此次则将“二哥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他饰演的角色可谓走到哪里便笑到哪
里，来到洛杉矶后居然傻人有傻福，艳遇
不断，既和赵薇有感人的爱情戏，又与佟
大为产生了不少喜剧冲突，看点十足。
至于佟大为，他此次在片中则饰演了一
个巨逗无比的暖男，舞艺高强，将霹雳
舞、摇摆舞甚至东北大秧歌等都扭到了
好莱坞，上演了一系列逗比的可笑桥段。

片方负责人介绍，《横冲直撞好莱
坞》的外景地远远不止好莱坞，赵薇、黄
晓明、佟大为三位主演在美国的城市、
沙漠、荒郊、绿洲等各种场景中经历了
千辛万苦才完成了全片的拍摄，上演了

火爆的飙车戏码、追爱场面等令人捧腹
的剧情。而首次拍摄打斗场面的赵薇，
为了一个个武打动作，她需要反复多遍
练习，经历多次拍摄，才能拍好片中众
多的惊险动作戏，这也让编剧兼监制林
诣彬给予了她高度赞扬。

据悉，从6月26日起，海南影院将
有多部国产新片同时扎堆上映，除了《横
冲直撞好莱坞》外，还有台湾艺术片名导
演王童执导的文艺片《对风说爱你》，杜
海涛、梁家仁主演的爱情动作片《拳霸风
云》，许晴、车晓、华少主演的爱情喜剧片
《恋爱排班表》，张兆辉、周俊伟主演的惊
悚恐怖片《午夜43路》，张智尧、倪景阳
主演的爱情喜剧片《约定倒计时》等。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卫小
林）今晚的文昌市龙楼镇航天社区成了
歌舞的海洋，由省文体厅主办的2015
年海南省文化惠民直通车开进这座新
崛起的航天城里，用18个精彩纷呈的
文艺节目，向航天城的建设者和居民们
献上了慰问与祝福。

省文体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慰问演
出在开场舞蹈《花开盛世》的欢乐节奏
中拉开帷幕。紧接着，独唱《我的心里
只有你没有他》、《亲密爱人》唱响在航
天城的夜空里，赢得现场观众热情掌
声。其后，魔术表演《奇迹》，拉丁舞演
出《拐角遇见爱》，男女对唱《好心分
手》、《制造浪漫》，钢管舞《飞》，情景剧

表演《上海滩》，舞蹈《菲洛克的夏天》、
《俏花旦》、《百老汇之夜》等节目相继上
演，将航天社区变成了歌舞的海洋，也
让来自航天城的观众们深深陶醉在这
些精彩文艺节目制造的氛围里。

记者了解到，从海口特地赶到文昌
去献艺的演员们的精彩表演，引得当地
社区舞蹈队“舞兴”大发，他们也献上了
两个舞蹈节目《女人心》和《小苹果》。
虽然是第一次登上这么大的舞台，但他
们的表演同样赢得台下观众开心的掌
声，这让他们个个脸上都乐开了花。

本次演出由文昌市文体局、海南策
马奔腾文化传媒公司和海南省群星艺
术团承办。

文化惠民直通车开进航天城

新华社长春6月25日电（记者赵
梦卓）由长影集团携手米粒影业打造的
动画片《三只小猪与神灯》将于6月27
日公映，这是长影继去年暑期出品《龙
之谷：破晓奇兵》后的新国产动画精品。

据介绍，该片改编自同名名著，片
中“萌萌哒”人物形象、紧张欢乐的寻宝
情节、优秀的视觉效果等将成为卖点。

影片主创人员表示，该片不仅是
一部卖萌欢乐的电影，同时也富含教
育意义，能让孩子在看动画的同时学
到“分享”、“互助”等人生道理。

从2014年开始，长影计划每年推
出一部动画电影，用“中国特效”来讲
好中国故事、拍出世界电影。

长影早在上世纪40年代末就推出
了新中国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
1990年，水墨动画《雁阵》荣获第十一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美术片奖。
2014年暑期档公映的《龙之谷：破晓奇
兵》创造海内外4亿票房，影片已销售
到世界35个国家和地区，成为由好莱
坞六大电影公司之一的环球影业负责
在海外发行的首部国产动画片。

《速度与激情》系列华裔导演林诣彬编剧并监制

《横冲直撞好莱坞》今天上映

第九季梦想盛典开录
本报讯 6月24日，浙江卫视第九季《中国

梦想秀》开始进行本季“圆梦特别节目”——梦想
盛典的录制。

自从2011年4月2日开播起计算，《中国梦
想秀》已经走过了整整1540多天，近千名追梦人
站上这方舞台追逐梦想，用筑梦、逐梦的故事，带
给了观众无数的感动与正能量。追梦4年来，《中
国梦想秀》以不曾改变的真挚初衷，凝结爱心企业
与明星的力量，展现了世人守望相助的善良情怀，
和国人谱写了中国梦的壮美诗篇。

在第九季梦想盛典录制现场，节目组特意邀
请了Selina、刘雨欣、满江、陈明担任圆梦嘉宾，为
本季追梦人惊喜圆梦。除参与现场节目录制外，
几位明星也接受了全国媒体专访，畅谈了他们眼
中和心中的《梦想秀》。 （欣欣）

奔跑团开启异国之旅
本报讯 6月26日晚，浙江卫视《奔跑吧兄

弟》将播出第二季第11期节目，在第二季节目临
近终结时，追求奔向更广阔世界的奔跑团兄弟又
开启了异国之旅。

在第一季节目中，奔跑团成员们曾在韩国度
过了一次充满意外与惊喜的爆笑“韩囧”之旅，连
续三期的特辑，颇受观众好评。本周，奔跑团成员
将携手唐嫣、柳岩两大女神，前往度假胜地塞班
岛，共度完成塞班假期之旅。海中浮潜冲浪、商业
街礼物争夺、充满异域风情的舞蹈体验，各种假期
中才能享受到的活动，被完美地融合进节目游戏
中，悬念跌出，精彩纷呈。

节目中多次模仿舞蹈家金星的王祖蓝本周再
度金星附体，以堪称妖娆的舞姿惊艳全场。而学
生时代起就曾多次反串的邓超，也对自己的舞技
拥有强烈自信，这次他也以热情似火的舞蹈，让观
众忍不住为之尖叫。 （欣欣）

本报讯 从6月28日起每周日晚
6时，即兴喜剧节目《喜乐街》第二季
（简称《喜乐街2》）将回归央视开播。

据介绍，在《喜乐街》第一季里，贾
玲、沙溢、李菁、瞿颖四位常驻嘉宾的表
现赢得众多好评，他们也被观众亲切地
称为“四喜丸子”。在《喜乐街2》中，常

驻嘉宾由4人变成5人，包括主演过《疯
狂的石头》的郭涛，参加过东方卫视综
艺节目《极限挑战》的笑星王迅，另外，
张萌、袁成杰等嘉宾也将入驻。

作为今年第三个季度全国综艺节目
的排头兵，《喜乐街2》将引领并打造出全
新的18点档综艺节目的典型。 （欣欣）

好声音发布官方歌曲
本报讯 一直秉承“真声音真音乐”理念的

《中国好声音》节目，前三季打造出了众多优秀学
员，节目组日前宣布，第三季人气学员余枫担纲演
唱第四季好声音官方集结歌曲《触发无限》，6月
25日，该歌曲在QQ音乐正式上线。

随着好声音第四季开始录制，全球华人优秀
歌手齐聚好声音舞台，作为第三季好声音人气学
员，余枫唱响的《触发无限》，为来自全球的学弟学
妹们加油呐喊，也为7月17日开播的第四季《中
国好声音》提前预热。

据悉，该歌曲由国内外顶尖制作团队强强联
手打造，此团队曾为韩国、日本和我国香港、台湾
等地的巨星制作过专辑，安室奈美惠、蔡依林等歌
手的畅销金曲皆出自他们之手。 （欣欣）

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记者史
竞男）我国微电影重点影像工程——

“美丽中国”系列300部公益微电影，25
日正式启动拍摄制作。

据了解，该系列微电影由央视微电
影频道制作播出，分为“魅力百县”“璀

璨丝路”“大地飞歌”三大板块，在国际
化的视野下，将全方位、多视角展示中
国各地各民族的文化底蕴和自然风情
元素，向全世界广泛传播“美丽中国”。

中央电视台相关负责人表示，互联网
的迅猛发展营造了一个微电影勃发的时

代。“美丽中国”的构想，不仅是为让世界
更好地了解中国，也为让中国更好地走向
世界。拍摄、制作、传播以“美丽中国”为
主题的弘扬时代主旋律的系列微电影，将
以其“微小精良”及“广泛传播”的特性，成
为“美丽中国”有力的传播方式之一。

动画片《三只小猪与神灯》定档

央视微电影频道启动微电影重点影像工程

“美丽中国”微电影要拍300部
《喜乐街2》28日央视开播

《三只小猪与神灯》剧照

右图：《横冲直撞好莱坞》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