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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海南龙景商业城旺铺招租
2000m2，可分割出租、白龙北路14
号，13807583662陈

工业用地出租或出售
现有定安176亩工业用地出租或
出售，位于定安龙河镇上，有厂房
和仓库，距离屯昌县城中线高速只
有十公里左右，地理环境优美，前
有山后有河，产权清晰，有意者可
联 系 ，价 格 面 谈 ，电 话 ：
18689876333

三亚市营业中大型酒店出售
证照齐全产权清晰，客房400多间。
李18789967668叶18789966568

盆花绿植出租
花木修剪机械出租13322027316

▲海南保亭翔龙驾校有限公司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证 号 ：
469024196303100028，声 明 作
废。
▲赵辉遗失导游证、导游证资格
证，导游证号：D-4601-991641，
导 游 证 资 格 证 号 ：
DZG2009HN10124，特此声明。
▲ 唐 园 园 （ 身 份 证 号 码
321323198205170445）于 10 年
03月05日在海南省人民医院出生
男婴一名，其出生证遗失，编号:
J460005712，声明作废。
▲王才芬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 正 本 ， 注 册 号 ：
469002600015882，现声明作废。
▲陈超龙和林妹夫妇于2012年5
日8号在文昌市东郊卫生院出生
女婴一名，其出生证不慎遗失，出
生证号：M460075677，现声明作
废。并向有关部门补发出生证。

▲章生银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执
业 药 师 注 册 证 ，证 号 ：
461213030136，特此声明。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贷 款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984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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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 18876859611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保亭 13876620309

澄迈 13005018185
临高 18608965613
三亚 18976292037
乐东 13807540298

陵 水 1364754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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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76599920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温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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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红城湖路怡田公寓1001房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889912934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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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和贷款66236622
专业办理贷款利息低可当日放款
友谊广场七楼 13707565563

王亮：
我局对你涉嫌无《药品经营许可证》经营药品人血白蛋白一案

的拟处理意见及听证告知，已刊登在《海南日报》（2016年2月5
日）A12版《听证告知送达公告》。你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我局提出
听证申请，视为放弃。

你涉嫌无《药品经营许可证》经营药品人血白蛋白的行为，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十四条“无药品《药品经营许
可证》的，不得经营药品”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
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

我局拟对你进行以下行政处罚：
1.没收查获的药品人血白蛋白34瓶；
2.处销售的查获人血白蛋白34瓶货值金额3倍的罚款共计人

民币50472元整。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三十一

条规定，你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现因无法联系到你本人，所以无
法向你直接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琼食药监药罚告[2016]
20号)。根据《食品药品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四十八条规定，现向
你公告送达告知，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你要求
陈述、申辩，应当在告知书送达起3日内告知我局，逾期视为放弃
陈述、申辩权利。

联系电话：0898-66832580
地 址：海南省海口市南海大道53号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6年4月27日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送达公告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群众工作部：66810660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三十元 零售每份一元 昨天开印时间1时56分 印完：4时05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劳动者默默坚守
唱响三沙巨变

据新华社成都专电（记者许茹）今
年五一大银幕，呈现出“IP＋大片”的特
点，不仅有西游记衍生的《大唐玄奘》，根
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夏有乔木雅望天
堂》，更有《星你》导演聚焦创业题材的
《梦想合伙人》，另外原班人马再度聚首
倾力打造的《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
书》也颇受关注。业内人士预测，五一档
票房破十亿元大关绝非难事。

号称女版《中国合伙人》的《梦想合
伙人》，聚焦互联网发展、女性创业现实，
诠释出以姚晨、唐嫣、郝蕾为代表的新时

代女性独立坚韧的精神。此前，此片作
为“神州天立·四川第四届青年电影周”
的开幕影片被隆重推出，主演唐嫣、郝蕾
并来到现场为电影宣传。“这个角色颠覆
了我以往‘傻白甜’的银幕形象，变成一
个‘女汉子’。”唐嫣说。

在五一档期之前的一周，除了《梦
想合伙人》之外，《大唐玄奘》《不二情
书》和《唐宫魅影》等多个剧组都纷纷来
到成都宣传。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导演
薛晓路带着《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
书》再次回归大众视野。汤唯与吴秀波

因一次偶然的机会“书信传情”，两个文
化背景各不相同的人，却在一封封信的
牵连中相识相知，上演了一场纯粹的精
神之恋。

此外，《夏有乔木雅望天堂》因为吴
亦凡的加盟，将会吸引大批粉丝的关
注；《大唐玄奘》不仅在故事上极其还原
真实历史，在角色塑造和人物造型上，
为贴合史实，也都进行了精心的设计；
由《京城81号》原班人马参与的惊悚片
《唐宫魅影》也让五一的大银幕，呈现不
同风格。

本报海口5月 1日讯 （记者卫小
林）五一档期的全国电影票房终于热
了起来，记者今天从海南院线业内获
悉，五一小长假已过两天，加上之前一
天的预热，使得薛晓路导演，汤唯、吴
秀波主演的《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
情书》（简称《北京遇上西雅图2》）3天
全国票房便达到了3.5亿元，成了五一
档最热门的影片，也创下了国内女导
演电影票房新纪录。

据介绍，《北京遇上西雅图2》于4月

29日上映，当天全国票房便突破平日
里仅有四五千万元大盘的水平，猛涨到
了1.7亿元，这其中，《北京遇上西雅图
2》首映便创下了1.1亿元，占去了当日
全国票房比重的64%，让其他影片只能

“望洋兴叹”。4月30日是五一小长假
第一天，该片票房继续火爆，全国单日
票房又达到了1.2亿元，但在排片率增
加了3个百分点的基础上，票房占比却
下滑了11个百分点。今天是该片放映
第3天，截至今晚9时记者发稿时止，

该片全国单日票房又实现了1.2亿元，
这样3天票房便达到3.5亿元，成了今
年五一档期最卖座的热门影片，不仅连
续3天拿下单日票房冠军，而且创造了
内地爱情片票房新纪录，同时也刷新了
内地女导演票房新纪录。

与《北京遇上西雅图2》同步公映的
另外3部新片中，《魔宫魅影》和《梦想合
伙人》两部影片3天票房分别达到5000
万元，历史题材电影《大唐玄奘》3天票
房只实现了1700多万元。

《北京遇上西雅图2》票房最热
上映3天全国票房达到3.5亿元

新华社西安5月1日电（记者蔡
馨逸）4月 30日在西安举行的中旌中
国西部影视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表
示，“一带一路”建设是激活西部电影
的重要契机，西部电影产业可借此机
会“再出发”。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张艺谋、陈凯
歌、顾长卫等一批优秀的电影人聚集在
以西安电影制片厂为核心的西部影视文
化中心，创作了《红高粱》《黄土地》《双旗
镇刀客》等一批载入中国电影史册的优
秀影片。“中国西部电影”的概念逐渐被电
影业界人士和广大观众接受和认可，并
成为中国电影界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

此后，以漫漫黄沙的大漠风光、沟

壑纵横的黄土高原为代表的西部特色
景观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类电影中。
同时，西部电影对现实的关注、厚重的
人文底蕴和显著的民族特色，也影响着
一代观众的观影品味。

然而，随着企业体制改革和电影市
场中心的偏移，近年来西部电影逐渐淡
出人们的视线。如《可可西里》《美丽的大
脚》《白鹿原》等可圈可点的作品可谓凤毛
麟角。“西部电影目前有些落后是事实，但
它厚实的根基不可忽视。”西部电影集团
艺委会主任李爱民说，“现在很多重大题
材的影片，或多或少有西部影视集团走
出去的人参与其中，并且是主力军。”

“西部电影具有农耕文明所具有的

温情、动人的美学特质，也具有游牧文
明所具有的雄浑、豪迈的父性特质。”陕
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陕西师范大
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震说，西部电
影中呈现的自然风光、文化特色和美学
风格都是中国电影界极具特色的一部
分。如果将资本、技术、剧本、演员等各
个元素聚合起来，西部电影将迎来新一
轮的辉煌。“一带一路”建设则恰好为西
部电影的新一轮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

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说，
西部电影人应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借
助‘一带一路’与国内外电影企业开展
深度、有效的合作，立足中国电影的崛
起，做大做强西部电影。据新华社巴黎电（记者张曼）法

国戛纳国际电影节组委会28日宣布，
法国女导演卡特琳·科尔西尼和瑞士
女演员玛尔特·凯勒将分别担任电影
节“金摄影机奖”和“一种关注”单元评
委会主席。

科尔西尼现年60岁，是法国资深
导演、编剧和演员，其自编自导的作品
《未了情未了》《离开》《三个世界》在法
国电影界获得很高评价。她曾在2004
年担任戛纳电影节短片单元评委，
2016年凭借《美好时节》获法国电影凯
撒奖最佳导演奖提名。

“金摄影机奖”评选范围是所有入
围主竞赛单元、影评人周以及导演双周
单元的处女作长片。科尔西尼将和其
他4位来自法国和俄罗斯的评委们一
起评出本届电影节最佳处女作影片。
获奖影片将于5月22日在电影节颁奖
仪式上揭晓。

瑞士女星玛尔特·凯勒生于1945
年，曾出演过《霹雳钻》《黑眼睛》《从今
以后》等多部经典剧作。她将带领其他
3位来自法国、瑞典、墨西哥的评委评选
出本届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获奖影
片。“一种关注”单元主要聚焦国际新影
人作品，评选结果将于5月21日宣布。

组委会此前宣布，日本女导演河
濑直美任电影节电影基金奖和短片单
元评委会主席。电影基金奖评选结果
将在5月20日揭晓，最佳短片金棕榈
奖则会在5月 22日电影节颁奖仪式
上公布。

第69届戛纳电影节将于今年5月
11日至22日举行。71岁的澳大利亚
著名导演、编剧兼制片人乔治·米勒将
带领其他8位评委评选出电影节最高
奖金棕榈奖影片。美国导演伍迪·艾伦
的新片《社团咖啡店》将作为非竞赛单
元影片为电影节揭幕。

戛纳电影节再定两评委会主席
分别由法国和瑞士影人担任

专家认为

西部电影可借“一带一路”再出发

玛尔特·凯勒卡特琳·科尔西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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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影市呈现
“IP＋大片”特点

本报讯 4月30日，德云社旗下会馆
正式开业，郭德纲的事业版图又壮大了。
谈起做会馆的初衷，郭德纲笑称是不放心
好搭档于谦在外面喝酒吃饭，除了已有的
几盘生意，郭德纲透露下半年还要投资几
部电影，德云社成员也都会参与其中演几
个角色。说起会不会当导演，郭德纲自嘲
道：“我已经导了好几部烂片了。”

会馆春节前开始试营业，很多圈内
朋友成为开业前的VIP客户。郭德纲邀
来了吴秀波、孟非、黄健翔等圈中好友，

于谦则叫来了摇滚圈的哥们儿。所有好
朋友来光顾有折扣吗？郭德纲哈哈大
笑：“会打骨折！来的还打折，你们怎么
想的！”玩笑开完了，郭德纲又拿于谦开
涮：“我可以不要钱，但是于老师不行。”

郭德纲的副业越来越多，从面膜、服
装、薰衣草小熊、红酒到会馆，他笑称都
是“捎带手干的”。所以自称“打小就数
学不好，不识数”的郭老板做生意第一条
准则就是——“偶尔想起来就问一句，报
表可别给我看，我非给你撕了不可。”

事业版图越来越大，郭德纲似乎没
有停下的意思：“生意对我们来说可以
去做，也许明天出门碰见什么事了，挺
好玩就接着弄吧。”不过下半年的工作
重心则是电影投资和网剧制作。

郭德纲透露，下半年会和其他公司
合作投资电影，也会主投4到5部电影，
其中有两个古装神话题材和两个现代
喜剧，还有一个传统题材的网剧。目前
几个项目都在运作中，如果顺利，6月
中下旬就会开拍第一部戏。 （京雅）

郭德纲筹划投拍影视剧
今年计划投拍4到5部电影

◀上接A01版
不断地演练让我们能够提早发现问题，这样在执
行任务时才能做到快、精、准。”沈建彬告诉记者，
这次他们来西沙是日常的救助值班待命，“已经漂
了两个多月，应该还会待一段时间。”

“80后”的沈建彬已经入职12年。“这几年，国
家对海上救援工作越来越重视，对我们的要求也
越来越高，除了平日的实操之外，要看各种书籍来
丰富自己。”沈建彬说，因为平均每年要在海上待8
个多月，晚上大部分时间可以用来充实自己，前不
久他又成功考取了船长适任证书。

这个七尺男儿谈起工作时神采奕奕。当记者
问他，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他突然间一阵沉
默，声音低沉地说：“希望能亏欠家人少一点，陪伴
家人多一些。”

“儿子3岁那年，我回家探亲，儿子扯着我的
衣服喊我‘舅舅’，从未因远离家人流泪的我，一下
子泪如泉涌，那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场景。”
说到此处，他双眼泛红。

“我是渔民阿公阿婆的儿子”

4年前，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毕业的王康总毅
然放弃优越的就业机会，报考了海南边防总队。
入伍集训结束后，他孤身一人登上开往三沙的船
只，成为祖国最南端的一名边防干警。

王康总说，刚来的时候，永兴岛上的条件挺艰
苦，得过皮肤病，过过没有蔬菜只吃罐头的日子。

“比我自己想象中的艰苦还要苦。”
三沙设市以来各项建设如火如荼展开，来往

三沙的船舶较为频繁，加之外来务工人员较多，给
船舶管理和码头治安带来极大挑战。“要走近他
们，才能了解真实的情况，排除治安隐患。”正常上
班时间，渔民多在打鱼作业不方便交流，王康总经
常放弃休息时间，到船上、码头、港口或渔民村与
渔民交流。

在岛上的4年间，王康总有很大一部分时间
是在赵述岛和晋卿岛上值班度过。他和岛上的每
一个渔民亲如一家，对每个渔民家的情况都非常
熟悉。

2015年是晋卿岛渔民黄良吉驻岛的第33个
年头。由于晋卿岛上开发建设的需要，渔民需搭
建临时房屋暂住。对于年迈且身边又没有儿女的
黄良吉而言，搭建房屋有些力不从心。王康总了
解情况后，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帮他们搭建起临时
渔民房屋。黄良吉此后就对王康总说“以后不要
叫阿公，你就是我儿子。”

“因为黄阿公家还有3个儿女，所以我就是阿
公阿婆的4儿子，每次打电话都叫我‘老四’。”王
康总说，岛上渔民的热情和淳朴一直感染着自己，
也加深了对三沙的热爱。

“我们是追赶时髦的渔民”

4月30日夜晚，在离永兴岛8海里的赵述岛
上，忙碌了一天的渔民聚在三沙市赵述居委会广
场前，在音乐《小苹果》的伴奏下，开始了他们一天
中的广场舞时间。

见到此情此景，在赵述岛上生活了20多年的
渔民兄弟符名友和符名岗感慨万千。符名友说：

“三沙这几年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交通
越来越方便，渔民想回家可以随时回去，再不用过
那种少船又没信息的日子；最重要的是，网络的畅
通，让我们跟家人联系越来越方便，我们有了自己
的微信群和朋友圈，感觉日子过得快了。”

三沙市驻岛干部黎明介绍，为了平日工作方便，
能将一些重要的信息及时告知岛上的渔民，专门开
设了赵述岛微信群。“我们这个群很热闹，谁家有事，
只要在群里说一声，岛上的居民都踊跃帮忙。”

符名友说，因为交通和信息的畅通，来岛上收
购的人多了起来，渔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富。“我
们兄弟俩这两年的收入基本都翻了一倍，一年能
挣10多万元，攒了些钱，现在正在老家修建二层
小楼呢。”符名友自豪地说。

深夜，岛上安静了，符名友拿起手机开始跟家
人用微信对话，告诉家人他今天的收获，并叮嘱女
儿和儿子要好好读书。

5月1日一大早，国歌响彻赵述岛，岛上的工
作人员和居民们一起在赵述居委会广场上举行了
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以此来迎接这个特别的节日。

（据新华社三沙5月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