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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信息
网络分公司遗失中国电信股份有

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补发房屋所有权证公告
海住建房[2015]527号

上海市原材料开发投资公司向我
局申请补发位于海口市沿江四路
颐和花园9-251、海口市海甸岛东
部南三区甸花路颐和花园第2栋
第12号车的房屋所有权证，房产
证号：19593、21072，经查，申请人
持有的19593、21072房屋所有权
证已登报挂失，现公告注销该房屋
所有权登记。若有异议，请自本公
告刊登之日起 三十日内书面向本
局提出，期限届满上述方房屋所有
权证作废，并按有关规定不补发房
屋所有权证。

2015年9月28日

欢迎乡镇、农村、农场等偏远地区客户在
《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刊登分类广告

为方便乡镇、农场、农村等其他偏远地区办理分类广告，发行
中心开通以手机短信、QQ、微信等形式多样的办理渠道，以方便
广大客户刊登广告。可承接办理：身份证等各类证件遗失，法院、
住建局等各类政府单位公告，商业信息，农产品名特优推介等。

帐户：海南日报社发行部
帐号：2201021109200007117 开户行：海口市工行金盘支行
电话：13976322100

国贸发行站 13876677710 18689865272
琼山发行站 13198919988 13627537032
白龙发行站 13098993210 13876984883
新华发行站 13379877754 13976834458

白坡发行站 13698980708 13907558778
秀英发行站 13198947206 13697591335
海甸发行站 13807596387 13687597776
DM夹页广告办理电话 66810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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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广告：标题（字数在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买五送二
广告热线：66810111、66810228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新闻大楼1楼广告中心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

海口地区发行站办理《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特区文摘》、《证券导报》、《法制时报》等报刊的征订、投递、零售和会议用报等业务，办理分类广告、夹报广告、旧报回收及其它业务。

儋州 18876859611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保亭 13876620309

澄迈 13005018185
临高 18608965613
三亚 13976599920
乐东 13807540298

陵 水 13976578108
五指山 18689861608
文 昌 13307616119
琼 海 18976113800

琼中 13907518031
万宁 13976065704
定安 13907501800
屯昌 13907518031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976292037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温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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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 款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647576863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10月15日《南国都市报》分类广告将推
出便民信息专栏，我们的宗旨是：面向大众
服务于个人、小微企业等，低价格再优惠。
机遇难得不容错过，大家快快参与体验吧！

一、该专栏每行14个字，每条收费分别
划分为：▲ 35元/条：个人信息（我要的、我有的）、钻孔、打井、防水补漏、小吃·
水吧、按摩保健、管道疏通、土建·工程、开锁、维修、送水、住宿、高空作业、园林
制品、苗圃绿化、美容美发、瓷砖建材、印刷设计、电脑·网络商城、服装·窗帘·
布艺、木工、建筑·设计、特卖·甩卖 ；▲40元/条：家纺、翻新·装修、空调加冰
种·制冷、甲醛检测、卷闸门、塑料包装、防盗网、净水超市·办理水卡、晾衣架；▲50元/条：二手房产、二手车、网络监控、药材·养殖、娱乐咨讯（歌舞厅）、影讯
先知、搬家、票务、代理、租赁、代驾、婚庆、速递。

二、认购时间：2015年9月1日起。
三、促销期间优惠回馈：1、凡一次性购买5次送2次；2、凡在活动期间订

购均享受八折优惠。
咨询电话：66810228、66810582
广告订购热线：66810111、66810788、66810570

喜讯来了！

商铺出售
秀英永万路临街一、二楼商铺1800
平米整体代价出售 13807681686

房屋出售
秀英永万路维多利亚花园小区207
平米跃层住宅出售 18608952555

天邑国际写字楼出租
现有海口市滨海大道天邑国际17
楼半层写字楼整体出租，面积：
638.48平米，精装修、有中央空调，
价格面谈（非诚及中介勿扰）。
有意者请致电王小姐。
电话：0898-66779311
手机：13876802902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首家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银达贷款
省金融办批准的正规贷款公司

专业办理贷款 利息低 可当日放款
国贸玉沙路66775888 13907566137

限公司海南分公司电信通信费专
用发票，发票编号位：00617973、
00617975、 00618194、
00618195、00618561、00618562、
00618563、00619277、00619281、
00020948、 00020951、
00615196、 00616177、
00616601、 00616790、
00616927、00616929、00616994、
00617160、 00617169、
00618757，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三亚立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60200000075909，税务登记证
正 、 副 本 ， 证 号
460200552751785，银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 J6420001277403，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副本，代码
55275178-5，正本登记号：组代管
460200-060427，副本登记号：组
代管460200-060427-1，声明作
废。
▲王民任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04197610123634，特此
声明。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乌石学校
不慎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一件，核
准号：J6410008713601，声明作
废。
▲海南中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为:J6410003563803，声明作废。
▲杨成海不慎遗失国有土地使用
证，证号为：琼山国用（美男）字第
067号，特此声明。

▲杨许和不慎遗失国有土地使用
证，证号为：琼山国用（演丰美男）
字第066号，特此声明。
▲何辉启遗失宝信小区商铺租金
保 证 金 收 据 一 张 ，号 码 为 ：
6011385，声明作废。
▲儋州超跃音响器材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中国工商银行儋州市支行
开 户 许 可 证 一 本 ，核 准 号
J6410015272501，特此声明。

▲韩冬兰遗失身份证，编号为：
46000419801117002X，声 明 作
废。
▲王辑荣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编
号为：4601990012021004，特此
声明。
▲高大武遗失身份证，编号为：
511321198605266318，特此声明。
▲海口秀英华达穗汽车配件店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省白沙县糖烟酒公司遗失

土地使用权证，土地证号：白国用

（1993）字第165号，现声明作废。

▲海南海航美兰临空产业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遗失刻章许可证，编号

为：0119789，声明作废。

▲海南外代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

司三亚分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声

明作废。

■ 冯巍

国庆长假期间，笔者断断续续看了
一些近来热播的电视剧《琅琊榜》。说实
话，剧情还是比较抓人的，全剧基础不
错，人物也有趣，台词还算典雅，总体上
观赏性较强，随便看看也可一饱眼福。

然而多看了几集才发现，这个戏的
编剧其实还是没有走出历史剧故事的老
套路，立刻便产生兴味索然之感，觉得没
啥意思了。因为电视剧一但在内容上走
老套路，也就意味着它走上了穷途末路。

本来，《琅琊榜》在类型上融合了宫
斗剧、武侠剧、历史剧等多种类型元素，
不再像家庭伦理剧那样婆婆妈妈地烦
人，这就给全剧打造较强观赏性奠定了
很好的基础。然而，类型基础再好，如果
没有现代的或超前的历史观，也就是说
没有把历史人物放进很好的人物观念图

谱中，那还是注定要徒劳的。
综观《琅琊榜》，全剧总是充斥着明

君和贤相的老套路，说明编剧和导演都
没什么现代观念。江左梅郎绞尽脑汁，
不过就是为了辅佐靖亲王夺得王位；而
太子、誉王、靖王三个皇太子，谁输谁赢，
最终竟然就是看他们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编剧和导演的悲哀之处就在于，他
们总是冥顽不化地相信，只要有个明君
上任，老百姓就能过上好日子，国家就能
昌盛。其实，中华历史五千年，有多少年
是这样的好日子呢？你知我知。

对于封建帝王，不要再心存幻想了，
因为今天的老百姓
不再相信忠臣奸臣
明君昏君那一套
了。时代在发展，
奉劝编剧导演们大
胆地往前看。

本报讯 第四届德国欧米勒（青岛）
国际钢琴公开赛日前在青岛举行，海南
张慧钢琴工作室参赛选手表现出色，共
获得特等奖2个，二等奖4个，三等奖3
个，公开组亚军1个，最佳演奏奖1个，
新星1个，其中琴童周若彤、林欣然两位
学员分别获得第30组巴赫初级组、车尔
尼849组特等奖。

本届比赛历时4个月选拔，共有来
自中国、韩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以及德

国、美国、丹麦、瑞士等欧美国家的上万
名专业及非专业选手参加了全球40多
个赛区的选拔。最终，来自世界各地的
近1500名选手参加了总决赛，分专业
组、公开组及业余组3大组角逐。

本届比赛由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
管委主办，德国驻华大使馆等协办。比
赛延续了以往高规格、高水准的评选准
则，由刘诗昆等26名著名钢琴家、钢琴
教育家组成评委会评选。 （一洲）

新华社釜山10月11日电（记者
张青）为期10天的第20届釜山国际电
影节10日在韩国釜山落幕，伊朗影片
《阿亚兹的痛哭》和哈萨克斯坦影片
《核桃树》从入围的8部影片中脱颖而
出，摘得本届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新浪
潮”奖。

伊朗导演哈迪·穆哈盖格的《阿亚
兹的痛哭》讲述了因车祸生活在自责
和愧疚中的一位老人，因逐渐失去生
活勇气一心求死的故事。“新浪潮”评
委会认为，这部影片独辟蹊径地对“死
亡”进行深层剖析，表现出以充满情感
的视角叙述故事的本领。

哈萨克斯坦导演叶尔兰·努尔穆
汉别托夫的《核桃树》讲述了围绕当地
村子里的一场婚礼所发生的故事。评
委会认为，影片完美展现了如何通过
幽默、亲切、宽容等元素把所有人联系
起来的技巧。

由中国导演杨子执导的《喊·山》
作为闭幕影片压轴登场，放映后受到
现场观众和影评人的一致好评。

此前被看好、提名“最佳纪录片”
的《二十二》未能摘得大奖。该纪录片
由中国导演郭柯执导，讲述了中国最
后幸存22位“慰安妇”的故事。

“影片没能获奖，觉得自己罪孽深
重！但我们坚持用这样的态度看她们
又觉得功德无量！我能做到的只有这
些，”电影节闭幕后，郭柯在自己的微
博上这样写道。

除入选闭幕影片的《喊·山》外，
《刺客聂隐娘》《山河故人》《塔洛》等中
国影片也在釜山电影节上获得不错的
口碑。

与此同时，电影节“亚洲电影市
场”版块收效持续向好。2006年启动
的“亚洲电影市场”发挥着成片交易以
及搭建电影制片人与合作方、投资方
之间沟通平台的作用。组委会表示，
今年“亚洲电影市场”的参展企业从去
年的198家增至208家。

第20届釜山国际电影节本月1日
至10日在韩国第二大港口城市釜山
举行，来自75个国家和地区的302部
影片参展，其中 94部影片为全球首
映。本届电影节吸引观众约22.7 万
人，创历届之最。

釜山国际电影节是韩国规模最大
的电影节，也是亚洲重要的电影节之
一。它创立于1996年，以推介亚洲新
电影、举荐亚洲电影人才、提携年轻电
影人以及吸引年轻电影观众为特色。

本报讯 10月 12日，浙江卫视《我不是明
星》将播出第7季第5期节目。

本期节目中，影星王姬之女高丽雯将作为新
进选手加盟，身材高挑的她初登台就凭借矫健的
身手吊威亚秀空翻，博得满堂彩。

而在前两期因家庭状况引发众人关注的田华
之孙杨潇，本周刚一登场就遗憾地表示，因为父亲
去世，他将退赛回去陪伴家人。而这一决定也同
样得到了田华的支持，她甚至再度亲自来到现场
表示要给观众一个交代。 （欣欣）

田华之孙杨潇退赛

本报讯 由杨颖、杜淳、陆毅、陈晓、杨蓉、苏
青、包贝尔等当红实力派演员领衔主演的古装爱
情传奇大剧《大汉情缘之云中歌》（简称《云中歌》）
目前正在湖南卫视每周日、周一晚的钻石独播剧
场热播。

该剧自开播以来备受各方关注，不仅一举拿
下双网收视第一、网络播放量破20亿的惊艳佳
绩，网络话题阅读量更是高达9.9亿，成为当之无
愧的双网赢家。

本周，《云中歌》即将迎来催泪高潮，剧中云
歌与刘弗陵历经艰险终于相见，如何突破内心的
阻碍和隔阂相认，已经成了日前观众最为关心的
话题，历经十年的“陵云相认”或将使该剧再次创
下傲人纪录。 （欣欣）

《云中歌》收视大热

本报讯 邵美琪复出加盟江苏卫视选秀节目
《新秀奇缘》任评委的消息靠谱吗？记者日前致电
江苏卫视求证，原来，邵美琪参加录制的节目是明
星易容真人秀《原来是你》。

据介绍，邵美琪当天录制的节目并非选秀节
目，而所谓《新秀奇缘》，其实也只是《原来是你》节
目中设置的一段戏中戏。

在这段节目中，邵美琪的明星老友通过易容，
变身了邵美琪的“痴心粉丝”，而对方参加选秀，只
是为了一圆心中之梦——与女神邵美琪对戏。这
样一个剧情设置，没想到感动了邵美琪，令邵美琪
深深陷入这段戏中戏而大哭。 （欣欣）

邵美琪陷戏中戏大哭

本报讯 2015安徽卫视大型跨年季播全明星
生活综艺秀节目《谁是你的菜》日前首播，新鲜的
节目呈现形式和重磅明星的加盟力挺，让观众对
节目期待更多。

首期节目中，不老女神刘晓庆与古典美男余
少群现身节目现场，与主持人谢楠、沈凌以及6位
跨国高颜值厨神脱口秀天团一起探秘美食背后的
精彩人生。

刘晓庆和余少群为了节目效果，不仅首度把
家中冰箱里的食材带到节目现场，而且还在边吃
边聊的放松状态下互爆对方隐私。

刘晓庆的人生回忆、余少群的曾经暗恋，这些
元素都一起组合在《谁是你的菜》里，让不少精彩
内容吸引了观众的眼球。 （欣欣）

《谁是你的菜》开播

本报讯 继湖南卫视第四季度原创节目《一
年级》大学季公布首位明星老师黄志忠后，第一位
女明星嘉宾身份也随之曝光，她就是人气明星、励
志姐姐袁姗姗。

与黄志忠已经确定担任专业老师不同，袁姗
姗在节目中的角色目前还是一个谜。从微博曝光
的袁姗姗学生装来看，她到底是最美师姐还是最
暖老师，节目组卖起了关子。

这也是袁姗姗第一次参加教育类真人秀节
目，更是袁姗姗从艺术学院毕业后重返校园，她的
加盟，立刻引起了学生们的热烈期盼。 （欣欣）

袁姗姗加盟《一年级》

《京城81号》铁三角文隽叶伟民林心如再拍新片

《魔宫魅影》誓创惊悚新纪录

老套路就是穷途末路

第20届釜山国际电影节落幕
伊朗哈萨克斯坦影片同获“新浪潮”奖

参加第四届欧米勒（青岛）钢琴公开赛

海南钢琴选手载誉而归

本报海口10月11日讯（记者卫小
林）去年暑期档，国产惊悚片《京城81
号》上映20天便取得4亿元的票房佳
绩，创造历史纪录，这也让业内对惊悚
片片种寄予厚望。记者今天从博纳影
业集团海南办获悉，由《京城81号》铁三
角文隽、叶伟民、林心如再次联手打造
的奇幻惊悚片《魔宫魅影》已经制作完
成，昨天宣布将于11月27日在海南与
全国同步上映。

据介绍，引发业内强震的《京城81
号》，由叶伟民导演，文隽编剧并监制，
林心如联袂吴镇宇领衔主演，还有杨佑
宁、秦海璐、莫小棋、李菁等配合演出。
由于该片取材自著名的民间惊悚故事

“朝内81号”，且投资巨大，接近1亿元，
同时阵容强大，因此，该片自去年7月
18日以3D格式上映后，首日全国票房
便收获了 4530 万元，截至同年 8月 7
日，全国放映时间仅21天，总票房便突
破了4亿元，创下了国产惊悚片的票房
新纪录。因此，文隽、叶伟民、林心如也
成了业内人士眼中的“华语惊悚片铁三

角”。借助《京城81号》的不俗票房业
绩，“华语惊悚片铁三角”今年开始了

“魅影”系列惊悚片的创作，其开篇之作
便是《魔宫魅影》，从“铁三角”到片方都
誓言，这部新片将再创华语惊悚电影票
房新纪录。

记者了解到，《魔宫魅影》讲述的故

事是民国年间一座废弃电影院里发生
的一系列恐怖异常的人体自燃事件。
这部电影沿袭了“铁三角”同为惊悚片
的《绣花鞋》、《京城81号》的影像风格，
但在拍摄技术上将有更大幅度提升。
同时，这部新片还将通过戏中戏的方
式，大大提高情节、画面的恐怖感和视

觉冲击力。为了在惊悚元素营造方面
出奇制胜，片方还在特效设计方面进行
巨资投入，旨在精心打造出一部惊悚效
果更佳的“铁三角”新悬疑惊悚电影。

据悉，《魔宫魅影》之前定名为《魔
都十八号》，后来考虑到多方面因素，最
终敲定片名为《魔宫魅影》。该片故事
背景移置到了上海，而且对中国第一部
恐怖片《夜半歌声》的导演马徐维邦还
有致敬意味。

《魔宫魅影》全片围绕一个名叫顾
维邦的导演要拍一部惊悚爱情片的故
事展开，叙述1930年代的上海，被视为
阮玲玉接班人的女明星孟思凡（林心如
饰）、出身大帅家庭的小导演顾维邦（杨
佑宁饰）两人在丽宫电影院相遇后，孟
思凡向顾维邦提议一起拍一部以戏院

为背景的爱情片，两人一拍即合。之
后，顾维邦创作出了剧本《夜半歌声》，
孟思凡也请到了当红小生担任男主
角。正当剧组准备在丽宫电影院开机
时，有人却力劝顾维邦放弃拍摄，因为
传言说这是一家灵异剧院，然而顾维邦
不信邪。拍摄开始后，剧组里离奇事件
不断，摄影师拍到了奇怪画面，但胶片
洗出来却全部曝光过度，剧组人员也在
现场遇见“闹鬼”，更大意外是男主角居
然离奇死亡……

评委会主席张艾嘉出席闭幕式

《魔宫魅影》剧照《魔宫魅影》剧照

《魔宫魅影》主演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