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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白国土资让告字[2015]08号

经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白沙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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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
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可单独申请，也可联合申请，竞买人
属联合购买的，须出具联合各方共同体签署的合作协议。属境外的自然
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需提供境外公证部门的公证书及法律规定的其他
文件。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
竞得人，同一竞买人可多次报价竞买。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
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15年 12 月14日至2016年1
月11日到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桥南路17号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
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查询和购买《白沙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申请参加竞
买。五、申请人可于2015年 12月14日至2016年1月11日到白沙黎族
自治县牙叉镇桥南路17号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保证金的截止时
间为2016年1月11日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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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11日16时30分前确认其竞
买资格。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二楼省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土地交易大厅进行。地块挂牌时间为：2015-BSYC-10
地块：2016年 1月4日09时00分至2016年1月13日16时00分。七、其
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
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1、以宗地内部现状条件挂牌
出让；2、该宗地用途为商住用地；3、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并
在30日内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合同》，按《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合
同》约定开工，涉及水务、绿化、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和设计
施工等应符合国家、海南省的有关规定。八、联系方式与银行帐户：联系
地址：白沙县牙叉镇桥南路17号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或海南省政务服
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联系人：王业海、吴清波；联系
电话：0898-27722672 、65303602；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
cn；http://www.hnlmmarket.com/。开户单位：白沙黎族自治县土地开发
整理储备中心；开户银行：工行白沙黎族自治县支行；银行账号：
2201027309200008724

2015年12月14日

土地位置
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
县牙叉镇桥南路南侧

地块编号

2015-BSYC-10

土地面积（m2）

15803.0

起始价（万元）

2086

竞买保证金（万元）

2086

土地用途

商住用地
容积率

1.0≤R≤2.6
建筑密度
≤35%

绿地率
≥30%

限高（米）
≤35

出让年限（年）

40/70

规划指标要求

招聘启事
海南国际马拉松赛将于2016年2月28日在三亚举办。本次赛

事由中国田径协会、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三亚市人民政府主
办。现因工作需要，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一、招聘条件和工作要求：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35岁以
下；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能适应经常出差和加班的工作要求，具有
较强的沟通、协调和团队合作能力。二、专业要求

三、工作待遇：待遇优厚，薪酬面议。四、报名方法：应聘者于
2015年12月22日前通过电子邮件或信件的方式发送有关材料（身
份证复印件、学历证书复印件、招聘报名表等）至海南体育赛事有限
公司。招聘报名表请登录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网站获取。五、报
名截止时间：2015年12月22日；地址：海口市南渡江路1号海南体
育赛事有限公司；电话（传真）：0898- 65256180；电子信箱：
119108189@qq.com

岗位

行政专员

竞赛组织

市场开发

运行保障

会计

赛事见习

人数

5

5

8

8

2

15

专业

中文、文秘、新闻、法律和外语

竞赛组织、体育管理

市场营销

不限

会计

不限，全日制大学四年级学生

招标公告
儋州自来水厂高压配电系统设备采购及安装工程项目拟进行招

标。
投标资质条件：1.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并具有独立企

业法人资格,且注册资金不少于人民币3000万元；2.必须是有能力
提供本项目招标所采购设备的专业制造商，并具有良好的供货业绩
和售后服务能力；3.提供的高压开关柜必须符合国家和行业有关技
术及安全标准，并有型式试验报告；4.须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5.须具有良好的信誉，2013年～2014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不
亏损，无招标人不接受投标人投标的情形；6.须自有安装资质或设备
协助安装单位（专业分包）的资质要求：具有送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以上（含三级）资质及具有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以上
（含三级）资质及有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五级以上（含五级）
资质; 投标人与安装单位（如为专业分包）就设备安装施工质量及设
备良好运行对招标方承担连带责任；7.项目经理要求具备机电专业
建造师二级以上执业资质；8.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请有意参加的单位于2015年12月22日17时前报名。
报名地点：海南省儋州市海南儋州自来水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杰 联系电话：0898-23317018

海南儋州自来水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6日

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记者卫小
林）火遍韩国、中国甚至整个亚洲的韩国
电视剧《来自星星的你》的导演张太维之
所以近两年都没有新作问世，原来他是
来中国拍华语电影了。记者今天从片方
乐华娱乐海南办获悉，由这位韩国导演
执导的电影《商学院合伙人》（暂名）已经
杀青，初步定于明年五一档上映。

据介绍，韩剧《来自星星的你》播出
伊始，它的导演张太维根本没有料到会
如此火爆。面对如何超越自己的问题，

张太维却说出了他的一个梦想——拍
电影，而且想到市场高速发展的中国拍
华语电影。于是他从《来自星星的你》
在中国刚刚开始火热的2014年年初就
与中国乐华娱乐一拍即合，筹备执导自
己的第一部华语电影《商学院合伙人》。

记者了解到，该片于今年5月中旬
开机，先后在上海、浙江、美国等地拍
摄。影片云集了姚晨、唐嫣、郝蕾、郭富
城、李晨等人领衔主演，故事讲述三个
性格迥异的商学院女人结为合伙人后，
一路摸爬滚打，最终利用各自独特的女
性视角终于为事业拓展出一番远大前
景。整个影片将友谊与爱情、梦想与成
长交织在一起，是一部典型的当代女性
题材励志电影。

对于网传《来自星星的你》续集将
于12月底开播的消息，片方相关负责人
表示，他们也问过导演张太维，但张太
维称连他本人都不知道韩国要拍《来自
星星的你2》，应该是不实消息。

《来自星星的你》暂无续集计划

韩国导演张太维来华拍电影

本报讯 12月16日晚，由江苏卫视和优视
新容携手打造的大型励志减肥综艺节目《减出我
人生》重磅来袭，从全国各地筛选出的10位体重
超过200斤的普通素人，通过为期100天的封闭
训练，帮他们健身减肥重塑自信。

在日前举行的《减出我人生》发布会上，朱丹
称将节目中完成蜕变。首期节目中，朱丹将很
忙。她不仅是一位节目主持人，在选手试图偷懒
时，她还变身严厉的监督员，在一旁不断提醒和鼓
励；当有选手情绪低落时，她还要贴心地送上礼
物，令选手感动落泪。 （欣欣）

《减出我人生》今开播

本报讯 东方卫视全新力作《四大名助》将于
2016年1月7日开播，作为国内首档爆笑减压社
交服务节目，四大名助阵容一直受关注。节目制
作人孟非近日正式宣布首发阵容：和他搭档的另
三个名嘴是王祖蓝、谢依霖和尉迟琳嘉。

据介绍，之所以称为“首发名助”，是因为该节
目有点类似于“非诚合伙人”机制，嘉宾们一开始
是以“实习名助”身份参加节目的，能否转正，还要
观众说了才算，看他们能不能做一个合格的为大
家解除烦恼的人。因此“名助”要做很多功课，丝
毫不敢懈怠。 （欣欣）

《四大名助》阵容首发

本报讯 江苏卫视12月31日举行的跨年演
唱会又曝明星名单。12月15日，导演组宣布气
质爆棚的歌手李健、文艺女神张碧晨确定加盟。

据介绍，此次李健上晚会的歌曲已经确定，他
将献唱两首歌——《传奇》和《深海之寻》。《传奇》
是李健最著名的歌，但不是他最好的歌。《深海之
寻》来自李健今年发行的新专辑，是李健为“世界
海洋日”创作的公益歌曲。文艺女神张碧晨是《中
国好声音》第三季冠军，此次将带来自己的经典作
品。导演组还透露，她有可能跟胡彦斌合作一首
新歌。 （欣欣）

江苏跨年晚会又添明星

本报讯 12月15日，浙江卫视“奔跑吧2016”
跨年演唱会再公布新嘉宾阵容，台湾偶像团体F4
中的吴建豪和浙江卫视正在热播的综艺节目《燃烧
吧少年！》中的鲜肉“少年团”确定加盟晚会。

2001年，吴建豪与言承旭、周渝民、朱孝天一
同出演偶像剧《流星花园》并在两岸三地迅速走
红。同年，四人正式成立组合F4后，更在亚洲地
区收获超高人气。《燃烧吧少年！》旨在从16名少
年中选取5人以组合形式出道，节目中，白澍、谷
嘉诚、焉栩嘉等少年受到广泛关注。 （欣欣）

吴建豪上浙江跨年晚会

央视春晚语言类节目终审
14个节目或毙掉4个“老人”新星并肩作战

本报讯 12月15日，史诗传奇电
影《大唐玄奘》发布会在青岛举行，片方
首次曝光了“百折不挠赤子心”版先导
预告片、幕后花絮及两款“佛国飞花”版
先导海报。导演霍建起携主演黄晓明
出席发布会，霍建起分享了拍摄幕后的
种种艰辛，如同经历了“八十一难”；黄
晓明发着高烧亮相，自称演玄奘是“有
佛缘”，并在现场朗诵了《般若波罗蜜多
心经》。

据介绍，黄晓明近期一直忙于做慈
善，《大唐玄奘》的发布会是他婚后首次
公开亮相。黄晓明非常高兴能回家乡
出席这次发布会，不过过程并不顺利。
一上台，黄晓明就向现场来宾和粉丝致
歉：“我现在发烧38度，浑身发软还咳
嗽，最惨的是我昨天到青岛行李丢了，
我只能穿着昨天穿来的衣服到台上来，
希望大家原谅。”

发布会上，黄晓明自曝为了演玄

奘这个角色，他还努力去学梵文：“在
开机的时候还没有拿到梵文剧本，拍
摄期间一直努力地去学，去做，到最后
配音的时候，终于学完了片中所有的
梵文台词，片中所有的梵文台词都是
我自己说的。”在片中，黄晓明能非常
流利地背诵玄奘大师的《般若波罗密
多心经》。发布会上，黄晓明也在著名
佛学家、著名西塔琴演奏家马铮先生
伴奏下，默诵了《般若波罗密多心经》，
现场一片掌声。

该片讲述的故事是，1300多年前，
大唐高僧玄奘孤身前往印度求法取
经。历时19年，他不仅从印度带回了
大量的佛教经典，还将盛唐的文化传播
到了印度以及沿途各国。他的传奇经
历，被后世演绎成古典名著《西游记》并
为世人传颂。影片《大唐玄奘》不是小
说中的“西游路上的唐僧”，而是一段闪
耀着人性光辉的传奇旅程。 （欣欣）

电影《大唐玄奘》青岛发布
黄晓明带病亮相

黄晓明在发布会上

唐嫣、姚晨、郝蕾和导演张太维（左起）

本报讯 12月15日，2016年央视
春晚语言类节目四审在央视老台址举
行。消息人士透露，四审也是春晚语言
类节目的终审，四审之后，语言类节目基
本定型。从参加明星看，不但冯巩、蔡
明、潘长江等“老人”仍会上节目，而且娄
艺潇、乔衫、修睿等新星也会亮相。从时
间上看，2016年春晚语言类节目终审，
比近年的春晚语言类节目终审都要提
前。从节目质量上看，2016年春晚语言
类节目普遍水平很高，并且更加注重质
量，节目之间的竞争将很激烈。

“老人”新星并肩作战

记者从现场观众处了解到，参加12
月15日语言类节目终审的共有12个，
视频审查了2个。当天有不少演员都是
早上6时就出发，早8时就到达了央视

老台址，静候审查。
内地相声、小品界大腕儿、新人齐齐

亮相，包括冯巩、蔡明、潘长江、郭冬临、
闫学晶、孙涛、邵峰等小品大腕儿，已经
单飞的郭德纲原搭档于谦，影视硬汉侯
勇，相声演员苗阜、王声、岳云鹏、孙越，
小品新人乔杉、修睿，哑剧演员叶逢春、
马朋等人都有作品参加审查。另外，还
有青年影视新星马天宇、娄艺潇、关晓彤
等人也参加了节目审查。

谢娜沈腾视频参加终审

节目终审现场，开心麻花团队只出
现了常远一组演员，而一直在为春晚筹
备节目的春晚老赏沈腾、马丽并没有现
身终审现场。

按照央视以往的习惯，语言类节目
可以用视频的形式送审，沈腾、马丽此次

就以视频的形式参加了终审。该节目与
一审时同样以视频形式送审的谢娜、李
菁表演的小品一道，共同参加了终审。
谢娜当天上午还发布了自己参与央视节
目《客从何处来》的微博。

14个参审节目或毙4个

从现场出现的演员来推算，加上视
频送审的两个节目，参加2016年央视春
晚终审的语言类节目有14个。

一般来说，央视春晚语言类节目最
多不超过10个，因此仅15日参加终审
的节目，至少就应该毙掉4个，竞争激烈
程度可见一斑。但记者注意到，在参加
审查的演员名单中，新人的出现显得非
常瞩目。总导演吕逸涛在10月的央视
广告推介会上表示，猴年央视春晚要“七
十二变”。从这次参加终审的演员名单

上不难看出，吕逸涛这一变
首先是要多用新人。

如果谢娜、乔杉、修睿、叶
逢春、马朋这些跨行业的年轻
的新人都能出现在央视春晚舞
台上，那么，2016 年央视春晚语
言类节目新人的参演比例将是近
年之最。 （钟新）

⬆孙越（左）岳云鹏终于完成了终审
⬅蔡明（中）出现在终审演员队伍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