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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金汇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

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定于2015年9月30日上午10时在我
公司拍卖厅进行第三次公开拍卖：海南省儋州市白马井滨海新区吾
福搅拌站的三一混凝土壹条生产线（规格型号为HZS120一套）及全
部生产设备、设施、土地上构筑物以及该搅拌站的土地使用经营权；
参考价：130.944万元，竞买保证金：4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9月28日下午17时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9月28日下午17时前交纳保证金（以款到账为

准），并于9月28日下午17时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缴
纳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工行儋州中
兴支行；账号：2201031229826405990。缴款用途处须按顺序填明：竞
买人姓名或名称、（2015）海南二中法技委拍字第015号竞买保证金。

拍卖单位：海南金汇拍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海口市蓝天路
15号锦鸿温泉花园酒店副楼 电话：0898-36656056
13876044988 18976241313 法院监督电话：0898-23882950

陵水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出让公告
（陵土告字〔2015〕36号）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39号），经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
源局决定以招标方式出让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本次招标出让活动委托海南新城拍卖有限公司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标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投标人资格
本次招标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或其

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投标。属境外自然人、
法人或其他组织（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投标的，须提供境外公
证部门的公证书、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
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境外投标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
有效身份证明及其它相关文件，应由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事馆认证；香港地区投标人按照上述规
定提交的有关文件，应按规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授权的香港
律师公证并由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审核签章转递并附以附
件确认本。澳门、台湾地区比照香港地区执行。自然人、法人或其他
组织，凡有拖欠地价、严重违反国有土地使用权不良记录的均不予接
受投标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出让按照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
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综合评价标准者得的原则确定中标人。

四、投标咨询及投标申请
有意投标者可到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208号老法

院二楼201室（陵水友好医院旁）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查询和获取《陵水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招标出让手册》，并按招标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申请参加投标。投标
申请时间：2015年09月14日08:00至2015年10月14日12:00

五、投标保证金
申请人在提交投标申请前将投标保证金存入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

环境资源局指定账户（以到账时间为准）。投标成交后，中标人的投标
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地块定金。

六、资格确认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投标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在2015

年10月14日17:30前确认其投标人资格。
七、投（开）标时间及地点
投标时间：2015年10月16日08:30至08:40
开标时间：2015年10月16日08:50
投（开）标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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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其他事项
1、本次招标出让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口头及联合投标申请。
2、本次招标出让不接受邮寄投标文件。
3、按正常工作时间（上午08:00-12:00，下午14:30-17:00）受理投

标申请报名手续，节假日除外。
4、本次招标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5、上述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九、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古小姐 周小姐
联系电话：（0898）83333322 65303602
联系地址：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208号老法院二

楼201室（陵水友好医院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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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网址：www.landchina.com www.ggzy.hi.gov.cn
www.hnlmmarket.com

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09月14日

宗地号
2015-33号

土地位置
英州镇镇域

用地面积（平方米）
106836

土地用途
商服用地

容积率
≤0.55

建筑密度（%）
≤35

绿化率（%）
≥30

建筑限高（米）
≤35

出让年限
40

保证金（万元）
4889

起始价（元/平方米）
585

投资总额（万元）
≥32551.69

海南盘龙企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受海口海事法院委托，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

选定确认，由我公司对位于海口市龙华区金贸西路15号环海大厦公寓楼
二单元3层302房（证号：HK361949，建筑面积：911.61m2）进行第三次
公开拍卖。参考价：540万元，竞买保证金：60万元。现将拍卖相关事项
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5年9月30日上午10:00时；2、拍卖地点：海
口市龙昆北路2号珠江广场帝豪大厦903室；3、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
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9月29日17:00时止；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
间：以2015年9月29日17:00前到账为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
海口海事法院；开户行：中行海口龙珠支行；账号：266262970641；6、缴款
用途处必须填明：（2015）琼海法技拍委字第9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须注
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目前该标的一部
分用于本案被执行人办公，一部分出租作为休闲中心客房经营使用；（2）
拍卖标的现登记在海口市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名下，该公司认可该标的
物所有权归被执行人所有；（3）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由买卖双方各自
承担。拍卖公司电话：0898-68581785 13707561158高先生；法院拍
卖监督电话：0898-66255907

招标公告(二次招标)
一、招标人：昌江黎族自治县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二、招标代理

机构：华春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三、项目名称：昌江县十月
田镇南岭村土地开发整理项目(一标段)。四、项目概况：建设地点：昌江
县十月田镇南岭村。本项目分为2个标段。建设规模为462.41公顷，预
计新增耕地面积185.96公顷。本次招标为一标段：1号～20号地块、35
号～39号地块、45号～48号地块、50号地块。计划工期：365日历天。
招标范围：土地整理、灌溉与排水、田间道路和其他工程等。五、投标人
资格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或以上资质。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二级或以上注册
建造师资格且具备有效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并未担任其他在施项目
的项目经理。不接受联合体投标。六、招标文件获取：有意投标者请于
2015年9月15日至21日8:30至17:30（节假日除外）登录海南省人民政
府政务服务中心网http://218.77.183.48/htms购买招标文件。招标文
件售价500元/标段，售后不退。联系人：林先生13034927009。

海南宝恒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20号

根据（2014）龙执字第1270-1号执行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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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公司公开拍
卖：位于海口市秀英区向荣路2号西城秀舍荣秀城商铺D幢101房（证号：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182067号，建筑面积110.49m2），拍卖参考价：
110万元，竞买保证金：40万元。现将第三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
卖时间：2015年9月30日上午10:00；2、拍卖地点：海口市滨海大道123号
鸿联商务广场3层拍卖厅；3、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5年9月28日
17:00前到账为准；4、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
年9月29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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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款用途须填明：（2015）海中法拍委字
第 20号（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过
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拍卖机构电话：0898-68538825、
18789338111；法院监督电话：0898-66501619

本报海口9月13日讯（记者卫小
林）网络剧《万万没想到》也拍电影了！
记者今天从博纳影业集团海南办获悉，
由网络剧原导演叫兽易小星执导的奇幻
喜剧电影《万万没想到：西游篇》已经定
档，将于12月18日加入贺岁大战。

据介绍，网络剧《万万没想到》于
2013年由叫兽易小星开始导演，2014
年执导《万万没想到第二季》，2015年执
导《万万没想到第三季》，《万万没想到》
很快在网络上人气爆红，成为了网络自
制剧中的现象级热门剧，并且获得了“网
络第一神剧”的“美誉”，该剧仅前两季的
累计播放量就达到了6亿人次，创下了
互联网自制剧播放次数新纪录，导演叫
兽易小星也成为了横跨网络界和影视界
的知名导演，因而吸引了电影界的目光，
促成了这部网络剧第一次改编拍摄电
影。

记者了解到，随着叫兽易小星名气

的与日俱增，他要拍电影版《万万没想
到》的消息立刻吸引了著名导演、电影监
制黄建新的目光，更引起了人气作家、新
晋电影导演韩寒的关注。此次叫兽易小
星执导电影《万万没想到：西游篇》，黄建
新便为他担任了监制，韩寒担任了首席
艺术指导，叫兽易小星计划借黄建新和
韩寒的合力，再度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创
新，将这部网络剧翻拍成一部同样让影
迷喜欢的贺岁喜剧电影。

对于该片的故事内容和主演阵容，
博纳影业集团海南办负责人表示，《万万
没想到：西游篇》的故事主人公，同样是
网络剧中的人气主人公王大锤作第一主
人公，但由于与西游记扯上了关系，因此
扮演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的人选
也一个都不会少，比如网络剧中已经人
气很旺的演员白客、刘循子墨、孔连顺、
小爱和叫兽易小星等都将在电影中出
现，而且除了这些网友们熟知的“万万

团”成员外，还有众多其他影视明星加
盟。

那么究竟电影《万万没想到：西游
篇》写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记者求索的
结果是，该片写了唐朝时一个叫石牛镇

的小地方上的屌丝小妖王大锤，在遇到
西游师徒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4
人组合后命运发生逆转的故事。但对西
游师徒4人组合来说，自从他们遇见了
王大锤之后，便可谓使整个组合遇上了

比小说《西游记》中九九八十一难更郁闷
的“第八十二难”，因此，影片将在王大锤
和西游师徒4人组合之间，相继上演一
出又一出相爱相杀和令人捧腹和唏嘘的
奇幻冒险桥段。

本报海口9月13日讯（记者卫
小林）截至9月11日凌晨3时全国电
影票房统计结束时止，国产大片《捉妖
记》全国票房实现24.26亿元，成功打
破好莱坞进口大片《速度与激情7》创
下的24.24亿元影史纪录，勇夺全国
电影票房总冠军，这是记者今天从海
南院线业内获悉的。

据介绍，《捉妖记》自今年7月16
日全国公映后，票房就一路走高，并且
多次打破国产片票房纪录，如上映9
天全国票房就突破10亿元，夺得最快
破10亿元国产片纪录等殊荣。鉴于
该片上映以来势如破竹的票房佳绩，
8月7日，也就是该片上映满22天的
时候，在该片取得全国票房18.5亿元
的背景下，发行方和片方联合作出决
定，将该片的上映密钥时间延长1个

月，即放映到9月16日才停止上映，
这使得该片有了更多时间向中国内地
票房总冠军发起冲击。

值得庆幸的是，自该片延长上
映密钥时间起，该片全国票房每天
都不低于1000万元，直到8月24日
才降到一天 900 多万元，到 8月 27
日再降到一天 300 多万元，但逢双
休日期间，该片全国票房又会强力
反弹，最多时一天全国票房超过了
1000万元。因此，截至该片上映到
今天凌晨共59天时，其全国总票房
达到了24.32亿元，成功打破了占据
中国电影票房总冠军位置达4个月
之久的好莱坞大片《速度与激情7》
的24.24亿元，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最
新的全国票房冠军，大长了国产电影
的志气。

曾宝仪姐弟上《明星》
本报讯 9月14日晚，浙江卫视《我不是明

星》（简称《明星》）将播出第七季第二期节目，届
时，曾宝仪将与弟弟曾国祥同上节目。

作为一档备受观众喜爱的节目，《明星》在停
播4个月后，回归首期便顺利登顶同时段收视第
一宝座，足见其受欢迎程度。

本周的《明星》中，曾志伟之子曾国祥得到姐姐
曾宝仪惊喜助阵，姐弟俩在舞台上上演了一场默契
的大考验。此外，王皓妻子闫博雅、范志毅之女范
斯晶、黄百鸣之女盛君等都有精彩表演。 （欣欣）

《天眼传奇》发新海报
本报讯 9月13日，由漫画大师蔡志忠任总导

演，改编自《山海经》的奇幻冒险动画电影《天眼传
奇》发布“天书”卷轴版海报与“天神萌兽”制作特辑。

古书质感的海报和制作特辑，以《天眼传奇》
中的冒险线索为主，讲述了电影主人公“天眼”的
精彩成长之旅。“百科全书式”的精彩内容，展现出
了一幅五彩斑斓的奇幻画卷，让家长与小朋友们
将在国庆节期间足不出户就可以看遍中华传统文
化瑰宝，寓教于乐，永葆童心。 （欣欣）

《星星的密室2》首播
本报讯 9月13日晚，国内首档密室逃脱节

目《星星的密室2》正式登陆浙江卫视，观众纷纷
表示感觉全新。

《星星的密室2》最大的亮点在于综艺形式上
进行了大胆创新与尝试——在视觉和空间设计
上，借鉴了数百部密室电影，密室的玩法、机关、可
玩性、趣味性与参与度都很强，给了观众很大的新
鲜感，也增强了观众的参与性和融入感。

无论是节目中黑科技感的舞美打造，还是新
意十足的关卡谜题，都让观众眼前一亮。同时，强
大的明星阵容与惊险刺激的密室竞技，更为节目
增色。 （欣欣）

新华社意大利威尼斯9月12日电
（记者葛晨）第72届威尼斯电影节12
日闭幕，委内瑞拉导演洛伦索·比加斯
的作品《来自远方》夺得最高奖项最佳
影片奖金狮奖。

本届电影节评委当天在闭幕式上公
布了所有奖项。获得主竞赛单元最高奖
项的《来自远方》是一部故事长片，讲述
了一名中年男人与一名少年之间的情感
拉锯战，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

获得最佳导演奖银狮奖的是阿根廷
导演巴勃罗·特拉佩罗，参赛电影是《犯罪
家族》；获得最佳男演员奖的是电影《白
鼬》中的法国男演员法布里斯·卢基尼；最
佳女演员奖则颁给了主演《为了你们的
爱》的意大利演员瓦莱里娅·戈利诺。

中国导演宋鹏飞的处女作《地下
香》获得电影节平行单元“威尼斯日”的
最高奖项，即由欧洲和地中海影评人协

会颁发的最佳电影奖“Fedeora”奖。
影评人协会说，这部电影以巧妙灵敏的
手法揭示了中国现代社会的薄弱部分，
电影导演手法出色且坚定。

中国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的藏语电
影《塔洛》入围地平线单元，但遗憾没有
获奖。地平线单元评委、中国香港导演
陈果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从某
种程度上讲“入围就是赢了”，因为不同
的文化背景决定了评委的喜好，因此除
了影片本身好之外，获奖需要多种因
素，包括运气。

中国导演管虎的作品《老炮儿》为
本届威尼斯电影节收官。这是华语影
片连续第二年被这一老牌电影节选为
闭幕影片，去年的闭幕影片是中国香港
导演许鞍华的《黄金时代》。

第72届威尼斯电影节9月2日开
幕，共计21部电影入围主竞赛单元。

吉飞龙出演《星际航行》
本报讯 9月11日，《星际航行》新片发布会

宣布，中国演员吉飞龙将在该片里扮演火星人。
据介绍，《星际航行》的导演阿兰是一名科幻

作家，该片是根据她的小说改编的新片，故事讲述
宇航员在前往国际太空站运送燃料途中，意外遇
到了宇宙射线，导致飞船直接进入另一个时空隧
道，在毫无选择的情况下，宇航员只能飞往火星。

吉飞龙表示，《星际航行》将在一个庞大的宇
宙中展现人类对自身命运的思考，他会用全力演
好《星际航行》中的角色，让世界影迷喜欢这部中
国科幻电影大片。 （欣欣）

网络剧《万万没想到》拍电影了
王大锤将于12月18日携西游组合神奇贺岁

第72届威尼斯电影节闭幕

委内瑞拉导演作品获“金狮”
打破《速度与激情7》创下的24.24亿元影史纪录

《捉妖记》勇夺全国票房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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