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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现就海报集团2016金秋车展主场服

务项目进行公开招标。项目概况：本项目为金秋车展配套服务，
主要包含批文报备、现场搭建等服务（具体内容详见招标文件）。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良好的商
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
记录，具备海口市会展设计搭建工程二级以上资质，有较强的本
地化服务能力，近两年有同类会展活动工作经验，主场服务面积
在1.5万平方米以上。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6年5月13日至19日，每日上
午9时至11时30分，下午15时至17时30分（北京时间），在海南
省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新闻大厦一楼广告公司报名，报
名时需提交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委托书
（或单位介绍信）、受委托人身份证及投标人资格要求的相关资料
（核原件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16年5月19日18时。
联系人及电话：马小姐 林小姐 66810750、66810270

公司分立公告
根据2015年12月25日海南锦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

决议，海南锦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分立为存续的海南锦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新成立海南锦颐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筹，
具体名称以工商部门核定为准）。分立前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为
人民币壹亿元，分立后存续的海南锦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注
册资本及实收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新设的海南锦颐酒店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分立前
后注册资本、股东及股权比例均保持不变。分立前公司的债务由
分立后的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或海南锦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债
权人另行签订债务清偿协议。根据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请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次公
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提供相应的债务担保，并于该期
间内通知本公司。否则，本公司将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特此公
告！海南锦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公司联系方式：68586338，
联系人：李雁鸣 2016年5月12日

昌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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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国土资告字〔2016〕34号

经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昌江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位于昌江县石碌镇市民广场一路东侧，地块编号为石碌
镇C04-01-01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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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
请人应当单独申请。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
按照规定需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
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
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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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14日至2016年6月14日到昌江黎族自治县土
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中心22号窗口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16年5月14日至2016年6月14日到昌江黎
族自治县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22号窗口提交书面申请。缴纳竞买保证金及建设
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6年6月14日17时00分。经审核，申请人
按规定缴纳竞买保证金及建设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
2016年6月14日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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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二楼省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 地块挂牌时间为2016年6月
3日08时00分至 2016年6月16日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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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挂牌
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竞买申请。（三）本次挂牌不接
受邮寄竞买文件。（四）此次挂牌出让的宗地由竞得人严格按照县住建
部门批准的规划要求进行开发建设。（五）本次出让宗地按现状条件出
让，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申请参加竞买，视为对出让地块现
状条件无异议。（六）开发建设期限：建设项目应按出让合同中约定的
土地交付之日起一年内开工建设，自开工之日起两年内竣工。（七）本
次挂牌出让成交价款不包括各种税费，办理土地登记所产生的所有税
费由竞得人承担。土地出让成交后，竞得人必须在10个工作日内签
订出让合同，并于合同签订后按约定缴清土地出让价款。（八）按正常
工作时间（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受理申请报名手
续，节假日除外。（九）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
准。（十）上述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八、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九、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0898-26630913、65303602、31651618
联 系 人：李文高、熊小明

昌江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
2016年5月14日

宗地编号
出让年限
绿化率(%)
建设保证金
起始价
挂牌开始时间

石碌镇C04-01-01号
70年
≥40

宗地面积
容积率
土地用途

23747.50平方米
1<容积率≤1.8
城镇住宅用地
估价报告备案号
加价幅度
挂牌截止时间

宗地坐落
建筑密度(%)
保证金

昌江县石碌镇市民广场一路东侧
≤25
1300万元

300万元
2142万元
2016年6月3日8时00分

4602316BA0014
1万元及其整数倍
2016年6月16日10时00分

致：海口子语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本公司于2013年10月24日与贵公司签订《外墙全彩LED显示屏

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依据《合作协议》贵公司截止2016
年5月10日共拖欠我司租金、电费、押金等共壹拾伍万叁仟伍佰叁拾元
柒角贰分（小写：￥153530.72元，其中租金￥44000元、电费￥64530.72
元）、押金￥45000元）。贵公司的行为已构成违约，根据双方签订的《合
作协议》的第九条第一款规定，本公司决定解除与贵司签订的《合作协
议》，终止与贵司的合作。

请贵司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10日内，即最迟于2016年5月21日之
前足额支付所欠我司的租金等费用，并自行拆除安装在我司楼面上的
LED显示屏及所有附件。拆除时必须保证将我司楼面恢复至原样，如
在拆除过程若有造成我司商场物业及楼面损坏的，负责赔偿。如果贵
司在2016年5月21日前未能自行拆除LED显示屏或拆除完毕的，我司
将视为贵司自动放弃该LED显示屏，届时我司将安排强行拆除或没收
该LED显示屏，由此产生的费用全部贵司承担。且因拆除造成LED显
示屏及附件设备等一切损坏或损失我司概不负责，同时我司保留通过
法律途径追索所欠租金等费用的权利。

解除合同通知

海南亚太商业有限公司
2016年5月12日

关于文昌波溪丽亚湾项目
工程的澄清公告

文昌波溪丽亚湾项目系我司在文昌地区开发建设的地产

项目。近日，经有关部门反馈，有人冒名以文昌波溪丽亚湾项

目工程名义在社会上进行工程承揽分包，在此我司特此澄清：

我司尚未与任何单位或个人就文昌波溪丽亚湾项目酒店装修

工程、13#楼装修工程和二期建设工程达成任何协议与合作。

特此公告！

海南京都汇银投资有限公司

2016年5月12日

1、海 南 绿 达 实 业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000708863872U）新刻印章（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章）已于
2016年 4月 27日在海口市公安局进行了备案。自备案之日起，除备
案印章外,原使用的所有印章一律作废。

2、为了进行财务审计，请海南绿达实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在
2016年 6月 28日前（法定节假日不接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并同
时提供有效债权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联系人：傅学庆，联系电话
13780098362，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路132号银亿外滩大
厦2625室）我公司将对债权人提交的债权文件、凭证予以审查，并根
据审查结果进行相应处理。海南绿达实业有限公司于此郑重申明，
本公司接收和审查债权人的债权文件，并非表示认可债权人的债权
请求，也不构成对法定诉讼时效的延续。

特此申明！
海南绿达实业有限公司

2016年 4月 28 日

申 明海口市美兰区国家税务局
公 告

海 南 天 佑 实 业 投 资 有 限 公 司（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460100774252156）:

请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派员到我局领取《责令限期
改正通知书》（海口美兰国税二字（2016）第001号）。逾期不领
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
条的规定，视为文书已送达，届时将依法作出处理。

特此公告！
海口市美兰区国家税务局
二O一六年五月十四日

联系地址：海口市海甸二东路国税大厦14楼
联系人：唐越 谢玉茵 联系电话：66150067

《文昌市会文镇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方案批前公示启事

会文镇镇区处于全镇的中心位置。镇区控规规划范围总用地面
积约为200.87公顷。规划方案已通过专家评审及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审议，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居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规划
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2016年5月14日至2016年6月13日（30天）。2、
公示地点：《海南日报》、文昌市政府网站，文昌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
网站；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ghj0898@
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文昌市清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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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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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138，联系人：文字春。

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2016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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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澜“叫板”男嘉宾
本报讯 5月14日晚，在《缘来非诚勿扰》

舞台上一直以优雅温和形象示人的嘉宾黄澜，
将风格大变地“叫板”男嘉宾，向一位“成功哥”
发起一连串犀利提问。

来自浙江义乌的“成功哥”祁峰，开场虽
然只收获12盏亮灯，但丝毫不影响他超强的
自信，“我有很多故事，很多才华。无论顺境
逆境，身边始终不乏一帮人跟着我，都是信仰
我的”……黄澜“叫板”祁峰，发出连串犀利提
问：“你对成功的定义是什么？”“你所谓的专
业是什么范畴啊？”，问得“成功哥”有些难以
招架。 （欣欣）

林丹加盟《来吧冠军》
本报讯 5月15日，由浙江卫视和蓝天下

传媒出品的大型励志竞技体育综艺节目《来吧
冠军》将播出羽毛球项目对抗，重磅人物林丹将
加盟。

节目中，这位世界羽毛球史上唯一一位全
满贯球员，将带领世锦赛女双冠军王晓理，与郑
伊健、陈小春、林晓峰强势加盟的明星终结者队
进行对抗。

林丹在能力展示环节，一举打破了12毫米
的松木板，同时羽毛球和球拍也都被打破，杀球
时速和爆发力量都让明星队队员惊呼“胆都吓
破了”。 （欣欣）

■ 冯巍

吴天明遗作《百鸟朝凤》至今已
上映一周了，但却一直呈现出口碑高
票房低的尴尬格局，虽然影迷最爱使
用的猫眼上评分高达9.4分，但影院
排片率却一直徘徊在可怜的 1%左
右，真让人扼腕叹息。造成这种局面
怪谁？怪观众？怪影院经理？看来
都不能。

5 月 12 日，该片出品人方励现
身某直播平台，呼吁影院经理为该
片增加排片，说到动情处，方总竟然
在视频中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头痛

哭，称“只要你（指影院经理）能在这
个周末给我们排一场黄金场，我老
方愿意给你下跪！”

对老方而言，此举真够煽情，也
够让人泪奔；但对观众而言，此举就
有点自作多情了；对影院经理而言，
此举又多此一举，因为市场不相信
眼泪，你给我下跪我就给你增加排
片？不可能！因为黄金场里我排你
一场，票房很可能只有三五百元，而
放热片，少则数千元，多则上万元，
差距如此悬殊，谁会这么干？

残酷的是，市场就这么无情，昨
天老方下跪了，《百鸟朝凤》今天的

排片率还从 1.2%下滑到了 1.1%，而
且本周末根本没有强劲好莱坞大片
首映。这充分说明，《百鸟朝凤》是
部小众电影，既然是小众电影，而评
分又那么高，老方应该问心无愧
了。既然选择拍艺术片，即使口碑再
好，评分再高，也可能会遭遇票房冰
点。如今真遇上了，若还想两全其
美，那就有点苛求的意味了。

纵观世界影坛，此种情况其实
很常见，艺术片本来票房就不高，只
有商业片，才对票房怀有很大的诉
求。既然拍的是艺术片，又何必对
票房耿耿于怀呢？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冯雪
张傅茵）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
利80周年，八一电影制片厂与甘肃省
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摄制的重大革命
历史题材影片《大会师》，近日在横店
影视城开机拍摄。这是八一厂今年继
电影《第四道封锁线》《勇士》之后的又
一部长征题材力作。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
甘肃会宁会师，是长征取得伟大胜利
的重要标志，是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
胜利的伟大转折，从此，开始了由国内
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
变，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

阶段。影片《大会师》以这一重大历史
事件为背景，艺术再现了当年红军三
大主力胜利会师的光辉时刻，生动塑
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家在长征
中的感人形象，热情讴歌了红军指战
员在铁血征程中的英勇壮举。

八一电影制片厂是全国唯一的军
队电影制片厂，把弘扬伟大的长征精
神作为神圣职责和崇高使命。今年
初，该厂与甘肃省委宣传部和白银市
委市政府、庆阳市委市政府、会宁县委
县政府以及兰州电影制片厂等单位共
同创作拍摄了30集电视连续剧《三军
大会师》，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确定为纪念红军长征
胜利80周年献礼重点剧目。在此基
础上，他们再次联合打造故事影片《大
会师》。

影片《大会师》由八一电影制片厂
原副厂长、曾获电影华表奖、金鸡奖等
荣誉的著名导演安澜执导，著名军旅
作家雷献和担任编剧，王晖、侯祥玲、
王伍福在影片中分别饰演毛泽东、周
恩来、朱德。还有一些90后小演员也
积极投入影片创作拍摄。

影片除在浙江横店影视城拍摄
外，近期将分赴甘肃、宁夏、北京等地
拍摄。

新华社法国戛纳5月12日电
（记者张雪飞 张曼）第69届戛纳
国际电影节12日正式进入竞赛模
式。当晚，埃及导演穆罕默德·迪
亚卜的作品《碰撞》作为“一种关
注”单元的揭幕影片在戛纳电影宫
正式放映。

《碰撞》将镜头对准2013年夏
天的开罗。埃及前总统穆尔西被迫
下台后，开罗街头曾出现大规模示
威游行，并引发暴力冲突。影片讲

述的是十几名支持不同政治派别的
示威者被警察逮捕并关进一辆货车
后发生的一系列故事。除了导演，
迪亚卜同时是一位编剧和作家，他
的作品一向关注埃及的社会问题。

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
始于1978年，主要关注国际新锐
导演作品。今年共有来自14个国
家的18部影片入围，其中包括日
本名导是枝裕和的《比海更深》和
深田晃司的《小风琴》，以及法国导

演姐妹德尔菲娜·库兰和米丽埃
尔·库兰的《大开眼界》等。

今年“一种关注”单元的评委
会主席是曾出演《霹雳钻》《黑眼
睛》等经典影片的瑞士著名女演员
玛尔特·凯勒，她将带领来自法国、
瑞典、墨西哥和奥地利的其他4位
评委一同评选出该单元获奖影
片。评选结果将于5月21日揭晓。

本届电影节于11日开幕，将
持续至22日。

宋仲基将上《跑男》
本报讯 即将在中国举行见面会的韩国人

气欧巴宋仲基，最近在中国人气高涨，正好最新
一期《奔跑吧兄弟》（简称《跑男》）将为观众送上
福利，让宋仲基献出中国综艺首秀。

节目中，最幸福的中国妹子莫过于和宋仲
基同台录制节目的“跑男团”唯一女成员An-
gelababy了。不过她在5月12日接受媒体采
访时，在宋仲基帅还是黄晓明帅的问题还是毫
不犹豫地给出了答案：“我觉得晓明哥是我心目
中最帅的男人。” （欣欣）

《外公芳龄38》定档
本报讯 由韩国名导安兵基执导，佟大

为、陈妍希和吕云骢领衔主演的合家欢喜剧
电影《外公芳龄38》近日定档，宣布将于7月
15日上映。

继日前曝光片中的“外公”扮演者佟大为的
形象后，5月13日，片方再发布一组新剧照，首
度曝光了陈妍希在片中的“辣妈”造型，女神在
片中大玩颠覆，不仅破格挑战首次“当妈”，还勇
敢尝试在大银幕上“扮丑”，再无缝切换变身“精
灵美妈”。她将如何与“爸爸”佟大为斗法？又
将如何“驯服”年仅5岁的“儿子”？所有这些疑
问，都将于首映后公开，值得影迷期待。（欣欣）

灯笼椒 口碑高票房低谁的错？

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大会师》开拍
展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史实

本报海口5月13日讯（记者卫
小林）奥斯卡金像奖华裔导演李安又
要推出新片了，记者今天从片方之一
的博纳影业集团海南办获悉，李安这
部新片将于11月11日在北美率先上
映，全球中文片名统一命名为《半场无
战事》。

据介绍，李安这部新片最抢眼的
特点，是它在电影技术运用领域的领
先——它是世界电影史上第一部将每
秒120帧放映技术、3D摄影技术和
4K高清画面融为一体的影片。由于
片方一直对影片内容高度保密，因此
这次宣布定档，才第一次对外发布了
第一款官方剧照——球场颁奖仪式。

记者了解到，《半场无战事》根据
美国畅销作家本·方丹的长篇小说改

编，故事主角是一名19岁的得克萨斯
男孩比利·林恩，他参军后被派往伊拉
克战场，后和战友在一次交火中大难
不死回到家乡。为展示伊战成果，美
国政府让他们在感恩节那天的达拉斯
牛仔队橄榄球比赛中场休息时，与碧
昂斯等娱乐明星同台，由政府向他们
授予荣誉勋章。此后不久，比利·林恩
和其他老兵又被政府重新送回伊拉克
战场，从而引发了这位年轻士兵对人
性的终极思考。

由于原小说在华语圈有多种不同
译名，如《比利·林恩漫长的中场休息》、
《中场休息》、《半场无战事》等，因此，为
让华语观众对这部英文片有一个统一
叫法，片方与李安最终共同选定《半场
无战事》为全球统一中文片名。

李安新片首揭神秘面纱
《半场无战事》为全球统一中文片名

埃及影片《碰撞》
揭幕“一种关注”单元关注戛纳电影节

《半场无战事》首张官方剧照

王晖扮演的毛泽东（右）和侯祥玲扮演的周恩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