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10月14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满国徽 主编：卫小林 美编：陈海冰综合娱乐新闻B09

■■■■■ ■■■■■ ■■■■■

腾讯网易为音乐而合作
本报讯 10月13日，一直在正版化建设和

维权方面有积极举措的腾讯QQ音乐正式发布重
磅消息，宣布与网易云音乐达成版权战略合作，转
授音乐版权达150万首，并与网易云音乐携手共
同促进行业正版化建设，创新商业模式，共建音乐
产业生态价值。

这是继国家版权局今年7月出台《关于责令
网络音乐服务商停止未经转授权传播音乐作品的
通知》之后，国内音乐平台间达成版权合作的首个
案例，传递了双方协作共赢的信心，也开启了音乐
产业的全新篇章。 （欣欣）

《原来是你》今晚开播
本报讯 10月14日晚10时，江苏卫视明星

易容真人秀《原来是你》将为观众揭开明星们的
“超级伪装”准时开播。

一档“假节目”终于要开播了，而且是一档为
了完成明星主角们的变妆行动而根本不存在的

“假节目”，它的宗旨就是为了让明星们通过变妆
实现自由出行而不被围观的目的，看来，综艺节目
也要玩“伪装者范儿”了。

节目中，由彭宇、袁成杰、黄艺馨、大卫组成的变
形小分队，去干了一桩“改造明星的大买卖”。（欣欣）

陈翔汪东城深情对唱
本报讯 本周日晚，浙江卫视《星星的密室

2》节目中，将上演陈翔、汪东城深情对唱。
本期节目中，李云迪、陈翔、汪东城、姚星彤、

张嘉倪5位明星玩家将深陷“荒漠”里寻宝，面对
密室中的危机时刻，陈翔、汪东城两人却突变，将
所有挑战与危机暂时抛却，两人撒娇卖萌，完成了
一场与紧张刺激场面根本不“协调”的深情对唱。

但陈翔与汪东城这对联盟到底能否成功走到
最后？真的令人期待。 （欣欣）

中国勇士上演大逆转
本报讯 《极限勇士》国际对抗赛首战中国队

对战荷兰队比赛日前落幕，中国勇士上演大逆转。
13道关卡、4个赛道的世界最高级难度挑战

赛惊险刺激、曲折回环。由李一奇、瞿海滨、韩燚、
谢斌、方斌五人组成的中国战队凭借个人的实力、
团队的协作和精妙的战术力压荷兰队，用激情、毅
力和汗水赢得国际对抗赛开门红，夺得了国际对
抗赛的首枚桂冠。

荷兰队勇士带伤上阵的精神值得尊敬；中国
队勇士训练背后的汗水泪水让人动容，期待中国
勇士下期对战英国队时有更精彩表现。 （欣欣）

《偶像》上演最后一站
本报讯 在《偶像来了》（简称《偶像》）最后一

站上海站的体验中，宁静跟随偶像团一同来到上
海电影博物馆。

这座博物馆中呈现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电
影的完整发展历史，虽然在偶像团中林青霞、朱
茵、蔡少芬、宁静等人都是资深演员，但大家都抱
着敬畏之心跟随讲解员脚步浏览前辈的作品。

让人意外的是，展厅里竟然也展出了1996年
宁静主演的电影《红河谷》的剧照，照片上的宁静
大大的眼睛和满脸质朴的气息让人动容，宁静看
到这里，自己也激动不已。 （欣欣）

女星孙敬媛晒健身照
本报讯 日前，人气女星孙敬媛一组健身照

曝光，身穿黑色紧身衣的她，在洒满阳光的木地板
上翩然跳起芭蕾舞，给人健康阳光的感觉。

曾因担任伦敦奥运会宣传形象大使的孙敬
媛，不但唱跳俱佳，而且以傲人的身材，赢得了人
鱼歌姬及最美女赛车手等封号，更让人刮目相看
的是她的霸道女总裁身份，其火锅店合伙人是著
名歌手苏醒。

孙敬媛除了担任演员及歌手等身份之外，还
跨界多个行业，从新媒体、手游、服装品牌到化妆
品、网站等，她都有涉猎。 （欣欣）

本报讯 10月 12日，央视对外公
布吕逸涛出任2016年猴年央视春晚总
导演后，央视也同时宣布《我要上春晚》

及其特别节目《直通春晚》将复播。其

中，《我要上春晚》将播出5期，《直通春
晚》将播出4期。

据介绍，《我要上春晚》于2010年
播出，去年哈文担任总导演时，《我要
上春晚》、《直通春晚》停播，不再为春

晚推选节目。2013年冯小刚担任

春晚总导演时，《直通春晚》作为《我要
上春晚》的特别节目，就集结了当年荧
屏上的多档音乐类选秀节目进行选
拔，最终推选出了华晨宇、李琦、汪小
敏、肖懿航登上春晚。2012年，平安、
许艺娜、阿普萨萨同样也通过《直通春

晚》登上了央视春晚舞台。
（辛佳）

本报讯 10月 12日下午，中央电
视台正式对外宣布吕逸涛出任2016年
央视猴年春晚总导演。消息公布后，记
者来到“春晚大本营”——央视“影视之
家”，发现春晚剧组全体主创人员已在
这里工作一个多月了。

猴年春晚将有哪些创新和突破？
已经有几年没有反应农民的喜剧小品
了，2016年会有体现农民生活的小品
吗？带着众多问题，记者进入了位于北
京五棵松体育馆西侧的“影视之家”。

记者乘电梯直接到达位于6楼的春
晚导演组。电梯门一开，首先映入眼帘
是一块猴年春晚的电子倒计时牌，格外
醒目。电子倒计时牌上写着：CCTV春
节联欢晚会，距离2016年2月7日，还

有118天。但细心观察，电子倒计时牌
制作简单，整个面积不到2平方米。

由于猴年春晚目前才开始进入节
目创作阶段，总导演吕逸涛很低调。
在他任职当天，没有对外发布春晚任
何信息。

在6楼，记者碰到一位多年为春晚
创作节目的“老春晚”人，希望其引见采
访到吕逸涛本人。但遭遇谢绝，他说：

“吕导做人很低调。他正在忙。目前，
吕导不会接受任何媒体采访。”

晚9时许，记者来到8楼，大会议室
里正在热火朝天地开创作会，主创正在
热烈讨论新节目。

“影院之家”并不大，它是央视的老
办公楼。20多届春晚，主创们几乎都在

这里进行创作和排练。大楼不华丽醒
目，但却充满着智慧的碰撞，央视最优
秀的团队都集中在这里，为全国观众的
除夕之夜，奉上最完美的精彩节目。

早在9月9日，在总导演未宣布之
前，央视台长聂辰席就在央视内部提前
召开猴年春晚动员会，聂辰席催促春
晚剧组“抓紧推进”猴年春晚各项筹备
工作，并对猴年春晚提出五点要求：

“一要贯穿主题主线，唱响时代主旋
律。二要突出春节特色，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三要引导润物无声，引
发观众共鸣。四要积极创新创优，打
造精品晚会。五要坚持开门、开放办
春晚。要开阔视野，广纳贤才，面向全
国挑演员、选节目，广泛与国内外顶尖

制作和创作团队开展合作，充分体现
群众性、地域性、国际性、差异性，真正
实现东西南北中，全民大联欢。”

据了解，此次动员会在距猴年除
夕夜还有 150天的时候召开，相比羊
年春晚足足早了50天，可见央视从上
到下对猴年春晚工作的重视。这一个
多月来，央视春晚剧组一直在按此指
示认真工作。

据悉，猴年春晚不仅仅局限于国
内优秀节目，海外一些华人、华侨的优
秀节目，也将通过不同方式被输送到
央视导演组。

晚10时，记者结束了对央视猴年春
晚的第一次探班。

（杜恩湖）

吕逸涛简介

吕逸涛2000年从中国传媒大
学本科毕业后，进入央视二套财
经频道工作，从记者、编导开始做
起。曾在央视多个节目做过编
导，2011年执导《回声嘹亮》，曾任

《梦想中国》大型电视活动总导
演，成功推出熊汝霖、海鸣威、白
冰等艺人。他还曾在《咏乐汇》栏
目任主编、总导演。2012年、2013
年、2014 年三年担任央视春晚执
行总导演，2014 年接替冯小刚担
任央视元宵晚会总导演。

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记者卫小
林）由中国泰国影人联合拍摄的万圣节
档期电影《泰国妖医》已经制作完成，记
者今天从海南几大院线获悉，该片将于
10月30日在海南与全国同步公映。

据介绍，《泰国妖医》由近年来在惊
悚片领域成绩卓著的香港金牌监制文
隽及著名导演叶伟民联合监制，内地导
演吴宗强执导，演员方面有泰国女星宝
儿、香港影星谭耀文及内地演员吕聿
来、孟瑶、高亚麟等。

记者了解到，本片监制文隽和叶伟
民合作已经20多年，但致力于惊悚片
拍摄才是近年的事，比如2012年的《绣
花鞋》便斩获了当年国产惊悚片票房冠
军，而2014年的惊悚片《京城81号》全
国票房则突破了4亿元，成为迄今为止
最卖座的国产惊悚片。此次担任《泰国

妖医》的监制，旨在把泰式惊悚和离奇
虐杀以及美剧式的心理推理等悬疑惊
悚元素进行全新融合，力争该片成为今
年万圣节档期最受关注的惊悚片。

据悉，《泰国妖医》讲述了一段诡异
悬疑的跨国虐恋，叙述泰国魅力美女邢潇
从小和双胞胎姐姐邢慧分离，她和男友沙
青为了找回邢慧用尽了各种努力。在此
过程中，邢潇邂逅了陈永霖。好奇和悲
悯，让陈永霖介入了沙青和邢潇的生活。
当他陷入邢潇的情网之后才发现，这只是
一个处处设防、步步惊心的迷局……

该片将把泰国的四面佛像、象神、
各种寺庙等极具泰国风情的异域画面
呈现给观众，同时又在美景如画的背景
中设下了梦魇、虐杀等紧张刺激的故事
情节，将对观众的惊悚悬疑心理承受能
力形成一个不小的考验。

央视正式宣布吕逸涛出任2016年春晚总导演

猴年春晚将更加开门开放

中泰影人联手打造万圣节电影

惊悚片《泰国妖医》月底公映

两春晚选秀节目
将复播

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记者卫小
林）三年前在内地热映过的香港警匪片
《寒战》终于开拍续集了，记者今天从博
纳影业集团海南办获悉，《寒战2》眼下
正在香港热拍，由于周润发也加盟了，因
此形成了比第一集更加的明星阵容。

据介绍，《寒战2》仍然由香港电影
编导梁乐民、陆剑青担任编剧和导演，
除了郭富城、梁家辉、杨采妮、彭于晏、
李治廷、马伊琍等“旧部”重新集结外，
明星阵容更是升级，因为有香港影帝周
润发、台湾男星杨祐宁、老戏骨张国柱
等“新鲜血液”的加盟，因此这部续集片
将会人气大增。

记者了解到，在三年前的《寒战》中，
彭于晏饰演的智商高达192的青年警官
李家俊设计了一场冲锋车劫持案，导致
香港整个警政机关人员架构动摇，亚洲

最安全城市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而《寒战2》的故事线索将延续第一部的
结局，李家俊这个“混世魔王”背后更大
的势力将逐渐浮出水面，香港警队、司法
界及廉政公署之间的权力制衡将更加紧
张，更大的波澜必将再度掀起。

据悉，该系列第一部影片《寒战》
2012年在内地和香港同时上映，其紧张
刺激的剧情以及对香港权力机构的深度
剖析吸引了广大观众的眼球，仅仅在内
地，便创下了2.5亿元的高票房。该片
也成了继《无间道》之后第二部夺得香港
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大奖的警匪片，同
时还获得了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男
主角等总共9项重要奖项，轰动一时。
《寒战2》经过三年筹备终于开机，《寒
战》原班人马悉数登场，三大影帝聚首飙
戏，势必再次引发观众观影热潮。

警匪片《寒战2》香港热拍
周润发加盟形成最强明星阵容

吕
逸
涛

《寒战2》中的彭于晏（左）郭富城

《泰国妖医》剧照

长影重拍经典片
包括《冰山上的来客》

《五朵金花》《刘三姐》三部

新华社长春10月13日电（记者
刘硕）记者从12日举行的长春电影制
片厂成立70周年电影创作研讨会上
了解到，长影集团已经启动经典重拍
工程，首期将重拍《冰山上的来客》
《五朵金花》《刘三姐》三部经典影片。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长春电影制
片厂拍摄了《冰山上的来客》《五朵金
花》等一大批经典影片，成为中国电
影史上的里程碑式作品。长影集团
有关负责人表示，为了再现这些经典
故事，长影集团将运用现代电影技
术，在影片中融入时代元素。

长影集团董事长刘丽娟表示，长
影成立70周年以来，拍摄各类影片
1000多部，译制各国影片1000多部，
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下一步，长影除了将重拍《冰山上的来
客》《五朵金花》以及《平原游击队》等
影片外，还将投拍更多现实题材影片，
做大做强长影的电影主业。

中国高校成立
首支纪录片基金

据新华社电（记者白瀛）北京师
范大学中国纪录片发展基金12日在
京成立。这是中国高校首支纪录片基
金，也是中国纪录片界第一个学术基
金。华夏五维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向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资
2000万元，支持北师大纪录片中心的
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与项目孵化。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刘川生
介绍，北师大纪录片中心成立于
2006年。当年，该中心主任张同道
教授带领研究生团队开拍纪录片
《小人国》和《成长的秘密》，如今该
项目仍在继续，近10年间已播映2
部纪录电影、44集电视纪录片。今
年 6 月，该中心制作的 4 集纪录片
《贝家花园往事》在央视纪录频道播
出，再次引发关注。自 2009 年起，
该中心已连续6年发布《中国纪录片
发展研究报告》。

根据业务需要，我单位拟公开征集离行式自助设备维护外包项
目供应商，欢迎符合条件的供应商报名参加，具体内容要求请登录
建行海南省分行网站：http://www.ccb.com/hi查询。

报名时间：2015年10月14日至2015年10月18日止
报名地址：海口市国贸路8号建行大厦A座802室
咨询电话：0898-68587456 68587394
联系人：黄先生 蔡先生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2015年10月14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关于公开征集离行式自助设备维护

外包项目供应商的公告

海南荣丰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51001期）

根据海南省澄迈县人民法院（2013）澄执字第199号执行裁定书，经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省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的委托，定于2015年11月2日上午10:00在我司拍卖厅公开拍
卖：澄迈县金江镇江南长堤西堤一栋七层住宅楼（房屋建筑面积：
1080.66m2，土地使用权面积159.60m2）。参考价340.4914 万元。竞
买保证金：80万元。情况说明：标的物现状拍卖，过户手续费及相关税、费
按国家相关规定承担。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10月29日11:00
止。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10月29日11：00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
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帐为准。交纳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支行;帐号：
1009689400000122。缴款用途处须填明：竞买人姓名或名称、（2015）
海南一中法拍字第52-2号竞买保证金。拍卖单位：海南荣丰华拍卖有
限公司；拍卖地址：海口市玉沙路 19号城中城A幢 4楼；联系电话：
31355988 13322013003；委托方监督电话：65301058

海口市职业病防治所
公开招聘公告

经报市人社局、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同意，我单
位拟面向海南省范围实施公开招聘事业编制内卫生专业
技术人员2名（具备预防医学或临床医学或中西医结合专
业执业医师资格）。详情请登录《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和《海口市卫生局》网站查询。

地址：海口市广场路3号。
联系电话：66213711；66219064。

海口市职业病防治所
2015年10月13日

招标公告
项目名称：海口市龙华区2015年农村公路建设项目施工监理招

标，招标人：海口市龙华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浙江华耀建

设咨询有限公司，资金来自政府投资，全长48.85 公里，路基宽度4.5
米。设2个标段。投标人资格：具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公路工

程专业丙级及以上监理资质证书，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每个投标人只

能对2个标段中的1 个标段进行投标。招标文件的获取2015 年10
月14日起在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www.hkcein.com）下载招标文

件。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15 年11月3日15：00 时，地点为海

口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三楼。本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

标网》、《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上发布。

欧工0898-66590066

招标公告
海口市龙华区2015年农村公路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招标人为：

海口市龙华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浙江华耀建设咨询有
限公司，资金来自政府投资，地点：海口市。规模：48.06公里，分4个
标段。四级公路，路基宽4.5米。工期：90天。投标人资格：具备公
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2012 年1 月1日至今独立完成
一项单项合同300 万元（含）以上的公路工程施工业绩。项目经理
要求在本单位注册的公路工程专业二级（含）以上建造师，和《安全
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每个投标人只能对1 个
标段进行投标。招标文件获取：2015 年10月14日起在海口市建设
工程信息网下载招标文件。本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
《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上发布。投标
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为2015 年11月3日8：30 时，地点为海口市建设
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三楼。欧工0898-66590066

本公司于2015年10月10日获得公司股东同意，拟分立为海南水
电响水发电有限公司和海南天汇乐东发电有限公司。根据有关法律
规定和本公司股东决议，公司债务全部由分立后的公司承担，并就此
告知各债权人，本公司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要求公司对
该债务承担方案进行修改，或者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并以
书面形式函告本公司。

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分立将按照
法定程序实施。

特此公告。
联系人：罗海平 联系方式：85526810，13807545788
联系地址：海南省乐东县抱由镇迎宾南路3号
邮编：572500 传真：85532385

海南水电响水发电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10日

海南水电响水发电有限公司分立公告 中标候选人公示
三亚牛车湾海防民兵哨所进出路海防执勤道路工程招标于

2015年10月13日15时30分在三亚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三楼第四开标室进行了公开招标，已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

法和有关法规要求完成开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推荐：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第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福建省同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祺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公示期：2015年10月14日至2015年10月16日，如有异议

请在公示期内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省三亚警备区投诉,投诉电

话:18789381573。

《海口市长流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
2401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为加快长流起步区项目建设，经报请市政府同意，拟对《海口市长
流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2401号地块进行规划修改。为广泛征
求相关权益人与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现将规划修改方案按程序进行公
示。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2015年10月14日至10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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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sghj@haikou.gov.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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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94，联系人：仉谦。

海口市规划局
2015年10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