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1月28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满国徽 主编：卫小林 美编：陈海冰综合娱乐新闻B11

■■■■■ ■■■■■ ■■■■■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土地权属异议征询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在进行

中，现正在进行土地和房屋权属调查。由于位于海口市琼山区 道
客 路6号 天龙苑小区9、10栋别墅（征收编号C126）的户主（具体名
单、座落、建筑面积及房产证号见附件）能够提供房产证和国有土地使
用权证（复印件)，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上显示土地使用权人为张琼
才、吕重裕，因此凡对该房屋土地主张权属或者对该小区土地权属有
异议者，请自登报之日起7天内，向我部提交书面材料（包括不限于土
地证或报建报批等有效证件），逾期不提交则视为对该土地权属无异
议，我部将依法对该土地进行分割、征收、补偿。

联系单位：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联系
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15103651682 ；联系地址：琼山区道客新
村二里停车场海口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办公室
2016年1月28日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土地及建筑物权属人征询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在进

行中，我部现正在对海口市琼山区道客路5号红湖阁别墅小区I
栋101房（征收编号A21 户主：黎秀秋）、E栋（征收编号A26）、
C栋（征收编号A32）、道客路2号红城公寓（征收编号A166）102
房、103房、306房、307房、606房进行土地和房屋权属调查。该
编号户主至今联系不上，请自登报之日起7天内，向我部联系，逾
期不联系者，我部将依法处理。

联系单位：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改指挥部
联系人：韩小姐 联系电话：13307662110

肖先生 联系电话：15109877110
联系地址：琼山区道客二里便民停车场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办公室
2016年1月28日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房屋及土地权属异议征询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在进

行中，我部现正在进行房屋和土地权属调查。由于位于海口市琼
山区道客村二里道客村二里24-201～202 号房屋（征收编号
C123）的户主无法提供房产证及土地证，因此凡对上述房屋及土
地权属有异议者，请自登报之日起七天内，向我部提交书面材料
（包括不限于土地证或报建报批等有效证件），逾期不提交则视为
对该房产及土地权属无异议，我部将依法进行拆迁、补偿。

联系单位：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15103651682
联系地址： 琼山区道客新村二里停车场海口琼山区红城

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办公室

2016年1月 28日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房屋及土地权属异议征询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在进行

中，我部现正在进行房屋和土地权属调查。由于位于海口市琼山区
道客村二里道客村1号 征收编号为A167、A168、A169、A170、
A171、A172六栋的户主无法提供房产证及土地证，因此凡对上述
房屋及土地权属有异议者，请自登报之日起七天内，向我部提交书
面材料（包括不限于土地证或报建报批等有效证件），逾期不提交则
视为对该房产及土地权属无异议，我部将依法进行拆迁、补偿。

联系单位：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联系人：肖先生 联系电话：15109877110
联系地址： 琼山区道客新村二里停车场海口琼山区红城

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办公室

2016年1月28日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房屋及土地权属异议征询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在进行

中，我部现对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北官村中街128号（征收编号：
E64）的房屋和土地权属进行调查。由于无法查实户主信息，因此
凡对上述房屋及土地权属的权益者，请自登报之日起七天内，向我
部提交书面材料（包括不限于土地证或报建报批等有效证件），逾
期仍无人主张权益的，我部将依法进行处理。

联系单位：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联系人：叶英秀 联系电话：13518047373
联系地址：琼山区道客村道客二里便民停车场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办公室
2016年1月28日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房屋及土地权属异议征询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在进

行中，我部现对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北官村中街59号（征收编号：
E42）的房屋和土地权属进行调查。由于无法查实户主信息，因
此凡对上述房屋及土地权属的权益者，请自登报之日起七天内，
向我部提交书面材料（包括不限于土地证或报建报批等有效证
件），逾期仍无人主张权益的，我部将依法进行处理。

联系单位：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联系人：叶英秀 联系电话：13518047373
联系地址：琼山区道客村道客二里便民停车场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办公室
2016年1月28日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房屋及土地权属异议征询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在进

行中，我部现对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北官村中街一处（征收编号：
E32，四至范围：东至北官中街41号，南至中街43号，西至中街53
号，北至中街51号）的房屋和土地权属进行调查。由于无法查实
户主信息，因此凡对上述房屋及土地权属的权益者，请自登报之
日起七天内，向我部提交书面材料（包括不限于土地证或报建报
批等有效证件），逾期仍无人主张权益的，我部将依法进行处理。

联系单位：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联系人：叶英秀 联系电话：13518047373
联系地址：琼山区道客村道客二里便民停车场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办公室
2016年1月28日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房屋及土地权属异议征询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在进

行中，我部现对位于海口市琼山区道客村道客三里79号道客公寓
（征收编号：B66）的房屋和土地权属进行调查。由于无法查实户
主信息，因此凡对上述房屋及土地权属的权益者，请自登报之日
起七天内，向我部提交书面材料（包括不限于土地证或报建报批
等有效证件），逾期仍无人主张权益的，我部将依法进行处理。

联系单位：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联系人：黄健芬 联系电话：18089743961
联系地址：琼山区道客村道客二里便民停车场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办公室
2016年1月28日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房屋及土地权属异议征询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在进

行中，我部现对位于海口市琼山区道客道客社区道客路3-1号
民族小区（征收编号：A176）的一栋房屋和土地权属进行调查。
由于无法查实户主信息，因此凡对上述房屋及土地权属的权益
者，请自登报之日起七天内，向我部提交书面材料（包括不限于
土地证或报建报批等有效证件），逾期仍无人主张权益的，我部
将依法进行处理。

联系单位：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联系人：黎才珑 联系电话：15808937454
联系地址：琼山区道客村道客二里便民停车场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办公室
2016年1月28 日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房屋及土地权属异议征询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在进行

中，我部现对位于海口市琼山区米铺村一处（征收编号：A79,四至
范围：东至米铺村村路，南至陈光、陈荣住宅用地，西至部队围墙，
北至陈尧士住宅用地）的房屋和土地权属进行调查。由于无法查
实户主信息，因此凡对上述房屋及土地权属的权益者，请自登报之
日起七天内，向我部提交书面材料（包括不限于土地证或报建报批
等有效证件），逾期仍无人主张权益的，我部将依法进行处理。

联系单位：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联系人：吴女士 联系电话：13707549969
联系地址：琼山区道客村道客二里便民停车场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办公室
2016年1月28日

债权债务清理公告
海南步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近期因股权涉及重大变化，需要对公

司原有债权、债务进行清理，现请与我公司有未结清债权、债务关系的
单位和个人及时与公告联系人进行登记确认，若超过登记期限，则视为
放弃相关法律权利、现就申报债权，债务的相关事项公告如下：一、申报
时间、地点及联系人：1、申报登记时间：自本公告在2016年1月28日在
海南日报发布之日起30日内。2、联系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03号财
富广场写字楼5H室。3、联系人：曾女士：13907597102。二、申报债权
债务的范围：申报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前，与本公司形成的真实，合法，
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三、申报登记凭据：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2、有效债权、债务凭证
（原件及复印件）。四、注意事项：申报人若在本公告写明的期限内未进
行申报，则自本公告期限届满，视为债权人自动放弃对本公司进行追
索、追偿的权利，并不得因此对此后入股的股东行使任何追偿权利，更
不得因此对新股东入股后的本公司的财产采取任何法律措施。

海南步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6年1月28日

招标公告
一、招标单位：海南省吊罗山林业局。二、招标代理单位：东方建设工

程招标代理咨询有限公司。三、招标项目：项目1：海南吊罗山国家森林公
园自然和文化遗产地保护工程防火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内容：新建指挥中
心平台1套、防火视频监控平台4座，资金来源为政府投资；建设地点：海
南吊罗山国家森林公园。项目2：海南省吊罗山林业局扑火专业队营房
工程，建筑总面积：540.00平方米，资金来源为政府投资；建设地点：海南
省吊罗山林业局办公楼左侧。四、投标人资格：项目1：投标人应具备独立
法人资格，具有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或建筑智能
化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建造师须具备机电工程专业贰级及以
上资质。项目2：投标人应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有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
承包叁级或以上资质；建造师须具备建筑工程专业贰级及以上资质。五、
报名条件：以上两个项目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6年 1月29日至
2016年2月4日，每日上午 09 时至 11 时，下午 15 时至 17 时（节假日
除外），在东方市琼西路70-31号持单位介绍信购买招标文件。联系人：
文小姐 15120880181 25599279 二○一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招标公告
本招标项目海口市长秀片区景观工程-通海过街通道工程（长怡

路通道），招标人为海口成邦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现对该项目的

施工及监理进行公开招标。项目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长怡路口），

主通道长 89.55米（总长 166.4米），通道净宽 18.5米，主通道净高

3.23米。本次招标施工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国内独立法人资格且同

时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或以上资质，监理标要求投标

人须具备国内独立法人资格且具备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丙级或以上资

质。详情请于 2016年 1月 28日起登陆《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

（www.hkcein.com）下载招标文件。联系人：王小姐，电话：0898-
68597606。

魏铁光向我俩局申请补发位于三亚市吉阳区临春河路
美丰花园别墅A1整栋《土地房屋权证》。原《土地房屋权
证》证号为：三土房(2010)字第 13402号，房屋建筑面积为
455.66平方米，土地面积为 650.83平方米。已刊登遗失声
明，经初步审定，现予公告。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自公告
之日起二个月内送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场管理科和市
国土环境资源局地籍管理科，逾期我俩局将核准登记，补发
新的《土地房屋权证》，原《土地房屋权证》作废。

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6年1月27日

补发《土地房屋权证》公告
魏铁光向我俩局申请补发位于三亚市吉阳区临春河路

美丰花园别墅B2整栋《土地房屋权证)。原《土地房屋权证》
证号为：三土房(2010)字第13403号，房屋建筑面积为474.06
平方米，土地面积为677.11平方米。已刊登遗失声明，经初
步审定，现予公告。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自公告之日起
二个月内送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场管理科和市国土环
境资源局地籍管理科，逾期我俩局将核准登记，补发新的
《土地房屋权证》，原《土地房屋权证》作废。

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6年1月27日

补发《土地房屋权证》公告

一线海景住宅项目转让
联系电话:18545161717

抢鲜读
证券导报
SECURITIES

今
日

(H02)
(H04)

(H01)
4个月资产破百亿元

海南银行：扎根海南砥砺前行
扎实服务“三农”，精准扶贫惠农富农，累发涉农贷款300余亿元——

海南农行：金融“活水”润“三农”

海南涉税信息传递办法今年起施行

大股东部分质押股份触及平仓线

海虹控股被逼停牌 (H09)

本报讯 1月28日晚，东方卫视《四大名助》
节目中，郭德纲强势加盟，将与孟非合体默契表
演，让节目更加爆笑。

节目中，继续有各式神奇的烦恼再度来袭，比
如霸道闺蜜4年为好友拦截了30多个追求者，让
孟非直呼“我女儿有这样的闺蜜，我立刻就报警！”
而“网瘾妈妈”即使面临地震，也依然坚持打游戏，
无奈之下女儿上节目来倒苦水……

更有一位郑容和的狂热粉丝大闹《四大名助》
节目现场，逼得一向临危不乱的郭德纲、孟非一起
下跪“求饶”：“这辈子我只崇拜郑容和一个！”（欣欣）

粉丝大闹《四大名助》

本报讯 在最新一期《减出我人生》节目中，
为奖励5位选手，刘畊宏教练特意邀请他们欣赏
了周杰伦昆明演唱会，令选手们大为惊喜。

演唱会上，周杰伦坦言自己的健身心路历程，
称自己一度想放弃，但后来发现“八块肌出来后，
整个人生不一样了”。5位选手还获得了周杰伦
亲笔签名并同他分别合照，这令选手们士气大振。

本周节目中，选手们还迎来了一位大牌陪练
邵兵。今年40岁的邵兵，陪选手们在风雪中健身
跑步，并鼓励“大家继续加油！” （欣欣）

刘畊宏带选手看演唱会

本报讯 湖南卫视《我是歌手》节目本周将开
启踢馆赛，内地唱作新秀、海南歌手苏运莹将作为
本季第一位踢馆歌手，去正面迎战6位首发唱将。

在日前的节目录制中，苏运莹携原创作品《野
子》登台亮相，前所未有的新鲜风格，俘获不少观
众感官，反响十分热烈。而提起“唱作”标签就让
人不自觉地想起舞台上另一位来自台湾的才女徐
佳莹，此次两人在《歌手》舞台上首次聚首，不仅被
专家评审进行比较，就连徐佳莹本人也感慨：“因
为她让我觉得有了同类。”然而，同类相遇，结果将
成本期节目最引人关注的焦点。 （欣欣）

《歌手》本周开启踢馆

本报讯 由芒果娱乐、芒果影视、天马途腾联
合出品的周播栏目《寻找爱的冒险》，每周三、周四
22时正在湖南卫视《青春进行时》热播。

该作品自上周开播以来，连续两日夺得全国
网收视桂冠，口碑与话题齐飞，迎来开门红。作为
湖南卫视2016年的开年巨制，《寻爱》力邀香港导
演蒋家骏执导、南派三叔亲任监制，汇集蒋劲夫、
程砚秋、陈翔、唐禹哲、孙骁骁、温心、张韶涵等一
众实力派联袂出演，凭借悬疑、都市爱情、寻宝于
一身的烧脑浪漫风格，收获了大批拥趸。（欣欣）

《寻找爱的冒险》热播

据新华社洛杉矶电（记者张超群）
第27届美国制片人公会奖最佳影片23
日花落聚焦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的电
影《大空头》。鉴于制片人公会最佳影片
与奥斯卡最佳影片重合度极高，此次获
奖为《大空头》争夺奥斯卡之路增加一枚
重磅砝码。

《大空头》集结了克里斯蒂安·贝尔、
布拉德·皮特、瑞安·戈斯林和史蒂夫·卡
雷尔4位偶像男星。影片改编自2010
年同名纪实作品，讲述几位华尔街投资
天才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看
出房地产市场的潜在危险，并以此设计
了一套针对贷款违约的金融产品，逆势
赚取巨额利润。

获得制片人公会奖最佳影片提名的
其他影片为《间谍之桥》《布鲁克林》《机
械姬》《疯狂的麦克斯：狂暴之路》《火星
救援》《荒野猎人》《边境杀手》《聚焦》和

《冲出康普顿》9部重量级影片。与此前
获得金球奖最佳影片的《荒野猎人》相
比，《大空头》仅捧得金球奖最佳编剧奖。

制片人公会奖是好莱坞颁奖季揭晓
的第一个重要公会奖。在过去8年里，
制片人公会最佳影片无一例外赢得当年
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大奖，越来越受到人
们的关注，《大空头》因此也被赋予了更
多赢得奥斯卡的希望。

在当天开出的其他奖项中，迪士尼
旗下皮克斯出品的动画片《头脑特工队》
获得最佳动画片奖。美国HBO电视台
播出的《权利的游戏》和亚马逊网站剧集
《透明人生》分获电视最佳剧情类剧集和
最佳喜剧类剧集，《冰血暴》获最佳电视
长剧奖。

美国制片人公会1950年成立，目前
有超过7000名会员活跃在电影、各类电
视节目和新媒体制作领域。因制片人公

会奖投票人很大一部分也同时具有奥斯
卡投票权，所以该奖也被视为奥斯卡的
重要“风向标”之一。

本报海口1月27日讯（记者许春
媚 实习生陈奕霖）2016海口市第11届
万春会将于2月5日启幕，期间将给海
口市民带来文艺演出、K歌大赛、百姓
运动会、角色扮演等文娱活动，这是记
者今天从海口文体部门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的。

据介绍，本届万春会以“点靓海口·
春满琼州”为主题，活动为期15天，从2

月5日持续至2月22日，主会场设在海
口市万绿园内。今年万春会共安排中
心舞台常规演出15场、民俗舞台演出6
场。包括新春大联欢、少年儿童联欢晚
会、新锐音乐群星演唱会、婚尚秀等。
此外，活动期间还将在万绿园开展票友
会、曲艺欢乐会、海南琼剧惠民演出、海
南公仔戏等本土特色演出，另外还有全
民K歌大赛、百姓运动会、角色扮演动

漫嘉年华、亲子DIY风筝、千人脱单相
亲大会等活动。

据了解，本届万春会文艺节目紧跟
时尚潮流，节目风格更多样化，还引进
了俄罗斯籍DJ、外籍舞蹈演员以及深
圳欢乐谷、长隆欢乐世界等国内优秀的
演出资源，届时，海口市民和游客将欣
赏到孙悟空真人秀、铜人表演、杂技、魔
幻泡泡秀、川剧变脸等精彩节目。

《大空头》获美国制片人公会大奖

本报海口1月27日讯（记者卫小
林）好莱坞经典科幻系列片《星球大战》
系列第7部《星球大战：原力觉醒》（简
称《星战7》）到今天已在中国上映19
天，记者从海南院线业内获悉，截至今
晚9时30分记者发稿时，该片中国票房
已达7.8亿元，正向8亿元票房挺进。

据介绍，《星战7》从1月9日零点
开始点映，虽然中国首日票房表现非常
抢眼，单日总票房达到2.11亿元，次日
全国票房也有1.3亿元，但此后该片票
房表现并不太令人乐观，排片比也逐渐
下滑，一度被国产动画片《熊出没3》等
片斩于马下。但鉴于近几天影院无真

正能吸睛的大片热映，因此，从1月19
日开始，该片一直处于比较平稳的票房
收入状态，每天都能有1000多万元，而
且最近两天排片比还回到了第一，但也
仅占14%左右，因此对票房贡献不是太
大，因而截至今晚，该片全国票房7.8亿
元，正向8亿元票房冲刺。

《星战7》向8亿票房挺进

海口万春会除夕前启幕
将为市民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娱大餐本报海口1月27日讯（记者卫小

林）中国民营电影中坚之一的博纳影业
集团近年开拍了不少大片，记者今天从
该集团海南办获悉，2016年，博纳影业
将开拍10多部新片，包括6部中美合拍
片，旨在为中国影迷提供更多高品质的
电影。

据介绍，在博纳2016年筹拍的新片
名单中，包括香港著名导演许鞍华执导
的《明月几时有》、刘伟强执导的《武林怪
兽》和《建军大业》、谭家明执导的《侠盗》
等全新影片，也包括台湾青年女导演郑
芬芬的新片《昨日》，这些影片都是全新
作品，目的是为整个华语电影市场提供

新鲜影片。
记者了解到，除了全新原创新片外，

博纳影业还将继续开发旗下两大优质电
影品牌的续集片，一是高智商犯罪剧情
片《窃听风云》系列的第4集，二是激情
动作电影《杀破狼》系列的第3集。其
中，《窃听风云4》由黄斌、麦兆辉联合监
制，庄文强编剧，尔冬升导演；《杀破狼
3》由叶伟信监制、郑保瑞导演，旨在将
这两大系列电影做成更具影响力的大品
牌系列电影。

博纳影业海南办负责人告诉记者，
博纳与好莱坞福克斯公司合作的6部影
片还剩5部正在继续拍摄。其中，由马
特·达蒙主演的《火星救援》已于去年11
月25日在中国上映，全国票房5.86亿
元，成绩比较理想。今年将合拍的大片
包括《独立日2》、《X战警：天启》、《怪屋
女孩》、《猩球崛起：终极之战》等5部，主
创阵容包括蒂姆·伯顿、罗兰·艾默里奇、
詹妮弗·劳伦斯等好莱坞一线导演和演
员，目的是将更多高质量的好莱坞大制
作带入中国本土市场。

博纳今年开拍新片超10部

影片将镜头对准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大背
景，故事讲述华尔街几位
眼光独到的投资鬼才，在
2007年美国信贷风暴前就
看穿了泡沫假象，通过做
空次贷CDS而大幅获益，
使他们成为了少数几个在
那次全球金融大灾难中能
够大量获利的投资枭雄。

《大空头》
故事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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