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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2016）琼01执100号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海中法民二初字第26号
民事判决，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
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与被执行人海南建方实业公司（以
下简称建方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诉讼前，依据申请执行人信
达公司提出的诉前财产保全申请，本院已查封被执行人建方公司名
下的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金贸区金融大道梦苑小区第4号建筑面积为
452.49平方米房产（房产证号：HK215334）。现本院拟对被执行人
建方公司的上述财产予以处置，如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1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材
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财产。

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0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中标候选人公示
港丰农贸市场升级改造项目施工招标于 2016年 5 月 11日在

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已完成评标工作，现将中标候选人公

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 ：海南第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 ：海南第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 ：海南第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公示期：2016年5月12日至 2016年5月16日。公示期内，如对上

述中标候选人存在疑问，可向招标人投诉，电话：0898- 68623546。

招标人：海口港集团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湖南建科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枫峰投资有限公司：
2008年8月8日，贵公司与我长德村民委员会签订

《土地承包经营合同》，贵公司承包经营我长德村民委员

所属的位于海口市秀英区粤海大道东侧121.82亩村集体

所有土地。合同签订后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执行。按《土

地承包经营合同》第四条违约责任第2条的约定，我村委

会有权单方面行使解除合同的权力。

为此，我村委会郑重向贵公司声明：我双方2008年8

月8日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即日起解除。望贵公

司接到此声明后一个月内自行清理遗留在承包土地内的

种植物、附着物等其它杂物，逾期清理视为放弃清理物品

的权利。此外，贵公司应按合同的约定向我村委会缴纳

违约滞纳金（每日按应缴租金额5%缴纳），押金24000元

不予退还。

特此声明

海口市秀英区西秀镇长德村民委员会
2016年4月2日

解除《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声明

长德美新综合种养专业合作社非海口市秀英区长

德村委会美新村村办企业，该合作社与长德村委会美新

村无关，其股东股权也与长德村委会美新村无任何关

联。目前美新综合种养专业合作社与长德村委会没有

任何土地承包合同法律关系。

我村委会所属的位于海口市秀英区粤海大道东侧

土地（现五源河公寓二期），该土地已于2009年被海口

市政府征收，原来该地块上各单位、专业合作社与长德

村委会土地承包合同因此而终止。目前，我村委会集体

土地东自五源河公寓西至粤海大道，南至大排涝水渠，

北至原罗牛山农贸市场围墙，没有与任何公司或农庄有

土地承包合同法律关系。

特此声明

海口市秀英区西秀镇长德村民委员会

2016年4月2日

声 明

海南金汇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137号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口市
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公司对下列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公开拍卖：
1、位于海口市青年路 103号滨江花园 A2栋 204号房产（证号：
HK125357号，建筑面积：146.10m2），参考价为45万元，保证金10万
元；2、A2栋 404号房产（证号：HK125369号，建筑面积：146.10m2），
参考价48万元，保证金10万元；3、位于海口市美群路33号海南石琼
建筑工程公司宿舍 301号房产（证号：HK110587号，建筑面积：
144.46m2），参考价48万元，保证金10万元。现将第三次拍卖相关事

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6年6月1日10:00；2、拍卖地点：海口市蓝天路15号

锦鸿酒店副楼一楼；3、标的展示及办理手续时间：至2016年5月31日17:
00止，逾期不予办理竞买手续；4、收取保证金时间：2016年5月30日17:
00前（以到账为准）；5、收取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 户 行 ：海 口 市 农 村 信 用 合 作 联 社 营 业 部 ；标 的 账 号 ：
1009454890000293；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137
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过户
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所欠的水电、物业管理费等由买受人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0898-36656056 18976241313
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6700691

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公示
根据市政府相关工作指示，拟调整位于文城镇航天大道北辅道北

侧《文昌市航天大道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QL3-1-2号等地块规划指
标，经组织专家规划调整论证，调整后主要内容为：QL3-1-2地块规
划用地面积53606平方米，规划用地性质为中小学用地，容积率≤1.0，
建筑密度≤40%，绿地率≥30%,建筑限高≤36米；QL3-1-8地块规划
用地面积89255平方米，规划用地性质为中小学用地，容积率≤1.0，建
筑密度≤40%，绿地率≥30%,建筑限高≤36米。具体调整内容详见附
图。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规划调整
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5天（2016年5月12日至5月26日）；2、公示
方式：海南日报、文昌市政府网站、文昌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网、建设项
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up0898@
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经济开发区市政府大院西
副楼一楼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规划管理室，邮政编码
571339；（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
意见；4、咨询电话:0898-63332018，联系人:郑治贤。2016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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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银行海口新海航支行荣获全国“百佳”

精致服务铸就“百佳网点”

营改增实施10天后新变化
商家不愿抹零了，二手房交易便宜了,发票抵扣企业能省成本

三亚东方旅业
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年度报告“运游结合”新模式 小区域订制化运输服务 特色物流服务

海汽集团：创新服务驱动新发展 （H08）

第69届戛纳电影节将于5月
11日至22日在法国地中海之滨
的戛纳市举行。今年的电影节将
呈现怎样的精彩呢？戛纳电影节
艺术总监蒂埃里·弗雷莫此前对媒
体表示，本届电影节将是“艺术电
影的电影节，明星云集的电影节，
也是充分展示不同地区电影的电
影节”。

在电影节组委会公布了入围
影片名单后，主竞赛单元成为媒体
关注的焦点。21部参与金棕榈奖
角逐的影片中，18位导演曾有“戛
纳经历”，3位导演曾摘得金棕榈
奖。这些电影大腕的回归也将电
影节的艺术性推向了新的高度。

两次金棕榈奖得主、比利时导
演达尔代纳兄弟将携《无名女孩》
冲击三获金棕榈奖的纪录；凭借
《四月三周两天》摘得金棕榈奖的
罗马尼亚导演克里斯蒂安·蒙久的

新作《毕业会考》也杀入主竞赛单
元，期待梅开二度；现年80岁的金
棕榈奖得主、英国导演肯·洛克18
次参与戛纳电影节，创下纪录，这
位老将宝刀不老，将携《我是布莱
克》第13次角逐金棕榈奖，书写传
奇影人的戛纳神话。

坚持拍摄独立电影的美国导
演吉姆·贾木许，转向幕后的影帝
肖恩·潘，帮助中国香港演员张曼
玉赢得戛纳影后的法国导演奥利
维耶·阿萨亚也都是冲击金棕榈
奖的实力选手。而媒体关注和
看好的“戛纳金童”、27岁的加拿
大导演格扎维埃·多兰将携《只
是世界尽头》重返戛纳，获奖呼
声颇高。

此外，韩国人气导演朴赞郁、
曾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的伊朗电
影《一次别离》的导演阿斯加尔·法
尔哈迪、菲律宾导演布里兰特·曼

多萨等人的作品也会给观众带来
别样精彩。而德国导演玛伦·阿
德、巴西导演克莱贝尔·门东萨和
荷兰导演保罗·费尔赫芬作为杀入
主竞赛单元的“戛纳新人”，必将为
电影节注入新鲜血液和活力。

“她的微笑让她首次银幕亮相
就大获成功；而他，华发初生时更
具魅力”，这就是近日网络票选出
的最让法国人为之疯狂的两位明
星——茱莉亚·罗伯茨和乔治·克
鲁尼。更让法国人激动不已的是，
数日后这两位好莱坞巨星就将走
上戛纳红毯，一展风姿。

戛纳电影节一向注重选片的
全球视野。据组委会此前公布的
数据，今年共收到了来自28个国
家的1869部报名影片，最终来自
14个国家的21部电影入围主竞
赛单元。艺术总监蒂埃里·弗雷莫
强调，“电影节选片非常重视电影

的地理多样化，以呈现全球电影面
貌。”

虽然欧美电影继续在入围影
片的数量上领跑，但亚洲、拉美均
有作品入围。来自亚洲的入围影
片有3部，分别是伊朗导演阿斯加
尔·法尔哈迪的《推销员》、韩国导
演朴赞郁的《小姐》和菲律宾导演
布里兰特·曼多萨的《玛罗萨》。

为了更好地展示全球电影发
展，在戛纳经典单元，电影节组委
会特意选取了此前从未入选此单
元的来自斯洛文尼亚、瑞士、巴基
斯坦、捷克等国的老电影，宣传这
些国家的电影文化。

令人遗憾的是，今年争夺金棕
榈奖的影片中没有一部华语片，未
能延续去年两部华人导演的作品
闯入主竞赛单元的辉煌。

新华社记者张曼 张雪飞
（新华社巴黎5月10日电）

第69届戛纳电影节5月11日至22日举行

14国21部电影入围主竞赛单元

据新华社法国戛纳5月10日
电（记者张曼 张雪飞）第69届法
国戛纳国际电影节组委会10日
宣布，授予72岁法国演员让－皮
埃尔·莱奥荣誉金棕榈奖。

对于这位法国新浪潮电影运
动的老将，电影节组委会在公告
中盛赞莱奥在银幕上塑造了多个
生动形象，表演打动人心，是一位

“有时代象征意义”的演员，因此
决定在电影节闭幕式上向他颁发
荣誉金棕榈奖。

莱奥是戛纳电影节的老朋
友，他14岁时被法国新浪潮电影
运动奠基者弗朗索瓦·特吕弗选

中出演《四百击》主角安托万·杜
瓦内尔。这部新浪潮电影的代表
作入选当年的戛纳电影节主竞赛
单元，也让莱奥与戛纳结缘。

莱奥在银幕上的表演自然清
新，彰显了新浪潮电影带给第七
艺术的自由之风。他参演了“伯
乐”特吕弗执导的一系列佳作，如

“安托万·杜瓦内尔”自传系列，以
及《安托万和柯莱特》（1962）、《偷
吻》（1968）、《床笫风云》（1970）
与《爱情狂奔》（1979），是与特吕
弗合作最多的男演员。

法国新浪潮是具有世界影响
的电影运动，它没有固定的组织、

统一的宣言、完整的艺术纲领。
这一运动倡导以现代主义精神来
彻底革新电影艺术，不拘一格是
它最明显的创新标志。

自1965年起，莱奥又开始与
新浪潮运动的另外一位奠基者
让－吕克·戈达尔合作，其中《女
性男性》（1966）一片助他获评柏
林电影节最佳男演员。1973年，
莱奥出演让·厄斯塔什的《母亲
与娼妓》，他的表演富于变化，自
然而充满诗意，带给影片独特魅
力，最终这部影片获得戛纳电影
节评审团大奖，被尊为新浪潮末
期的经典之作。

关注戛纳电影节

法国新浪潮老将莱奥获荣誉金棕榈奖

“数”说
戛纳电影节

新华社法国戛纳5月10日电（记者
张雪飞 张曼）第69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
节将于11日在法国南部城市戛纳盛大开
幕。整整12天，这座因一年一度的电影盛
宴而扬名世界的地中海小城将再次接受
艺术与星光的洗礼，带领人们穿梭于戏内
戏外的故事与人生。现在，让我们用一组
数字来解读今年戛纳电影节的盛况。

位评委五男四女

今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会由
9人组成，五男四女，分别来自澳大利亚、法
国、美国、意大利、丹麦、匈牙利、伊朗和加拿
大。执导《疯狂的麦克斯》系列影片的澳大
利亚著名导演、编剧兼制片人、现年71岁的
乔治·米勒出任评委会主席，他将带领8名
评委评选出电影节最高奖金棕榈奖。

万欧元金棕榈奖杯

代表戛纳电影节最高荣誉的金棕榈
奖自 1957 年开始颁发。目前的奖杯设
计由瑞士著名钟表珠宝商萧邦更新于
1997年。一枝棕榈枝放置于一块完整水
晶制成的底座上，枝上的19片棕榈叶由
黄金打造，奖杯价值高达2万欧元（约合
14.8万元人民币）。

部影片报名

根据戛纳电影节组委会公布的数
据，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全球28个国
家和地区的1869部报名影片，最终21部
影片入围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部影片入围主竞赛单元

入围主竞赛单元的21部影片来自14
个国家，其中法国4部，数量最多；其次是美
国，有3部。亚洲影片共3部，除韩国导演
朴赞郁的《小姐》和菲律宾导演布里兰特·
曼多萨的《玛罗萨》，还有新近入围的伊朗
导演阿斯加尔·法尔哈迪的新作《推销员》。

万专业人士参与

统计数据显示，报名参加本届电影
节的专业人士数量达到4万人，是20年
前的两倍。这当中包括近4500名记者。

此外，本届电影节期间举办的电影
市场活动将吸引1.2万名来自世界各地
的专业人士。除进行电影版权交易，他
们还将谋求心仪的合作伙伴。

戛纳人口：7.4万到20万
戛纳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居民约

7.4万人。但在电影节期间，来自世界各
国的电影人、记者和影迷纷纷涌入，这座
海滨小城的人口有望临时增至20万。

9

2

1869

21

4

5月11日，美国著名导演
和编剧伍迪·艾伦新作《社团咖
啡店》在戛纳电影宫放映，作为
非竞赛单元影片为第69届法
国戛纳国际电影节揭幕。这也
是该片全球首映。图为伍迪·
艾伦出席拍照仪式。新华社发

伍迪·艾伦新作
为戛纳电影节揭幕

5月11日，在法国戛纳，第69届戛纳电影节评委亮相电影节拍照式。 新华社发

《记忆大师》
国际海报曝光

本报讯 由万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上海瀚
纳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深圳善为影业股份
有限公司联合出品，著名导演陈正道执导的电
影《记忆大师》将于2016年12月全国公映。这
部继《催眠大师》后第二部“大师”系列电影演员
阵容非凡，由黄渤、徐静蕾、段奕宏、杨子姗、许
玮甯组成的“大师军团”倾力加盟。

日前，片方曝光了国际版海报及首批剧照，
海报分中英文两个版本，冷峻色调下，主演黄渤
的侧脸跃然纸上，一座神秘宫殿置身脑海之
中。整款海报包裹着满满的软科幻元素，悬疑
烧脑的气息震撼袭来。而随之曝光的剧照里，
黄渤的“大师”造型也首度揭开面纱，令错综复
杂的烧脑剧情初现端倪。此外，国际版海报更
惊艳亮相2016戛纳电影节，于法国时间5月11
日荣登电影节场刊《Screen》封面。 （欣欣）

范冰冰也有双胞胎姐妹？

《想唱》舞台羽泉辨真伪
本报讯 湖南卫视大型音乐互动综艺《我想

和你唱》将于本周六晚十点继续开启狂热的视
听盛宴。继上周节目中出现了“民间版”陆毅、
柳岩、angelababy、张晋等唱功一流颜值爆表
的素人后，本周节目延续明星脸爆棚风格，连范
冰冰都来了。

更令人意外的是，《想唱》舞台上的范冰冰
还多出了一个双胞胎妹妹，表示“不敢相信”的
羽泉则毛遂自荐当起了“鉴别师”，展开了一场

“真假范冰冰”分析大赛。 （欣欣）

在《缘来非诚勿扰》绽放魅力

黄澜向孟非、黄磊“取经”
本报讯 在《缘来非诚勿扰》舞台上不断魅

力绽放的黄澜有着不少令人欣赏的优秀特质，
谦虚好学便是其中之一。近日，她在个人微博
曝料，在录节目的过程中也一直在向孟非、黄磊

“取经”。“学他们如何选取话题、组织延展，如何
深挖并拱起气氛，最后怎么打点切换，深深赞叹
他们的说话艺术。”

本周六（5月14日）晚，一位颜值不输宋仲
基、歌喉不输黄致列的韩国欧巴登台，令全场女
生大为动心。现场谈及“善意的谎言”话题，黄
澜一如既往地温情，“我们不要看谎言，看善意
就好了。” （欣欣）

林心如：
不想和小鲜肉合作

本报讯 近日，由林心如、贾乃亮、徐璐、金圣
柱等主演的电视剧《奇妙的时光之旅》正在湖南卫
视热播。剧中，林心如出演大明星，但近日接受媒
体微信采访时她强调自己跟角色性格不太像。

“毕竟我本人的故事没有她精彩，只是大家
都有点小女生，这点上挺像的”。林心如说。

谈到最近和小鲜肉频频合作是否很开心时，
林心如霸气表示：“不想和小鲜肉合作。”（欣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