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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情观察

招标公告
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美兰墟和连理枝基础设施改造工程项目

EPC（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招标人为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人民
政府，现对该项目 EPC（勘察设计施工) 总承包进行公开招标。
一、项目概况：建设地点：演丰镇美兰墟及演丰社区居委会山尾头
村。美兰墟建设内容为：在琼文路及美演路道路的两侧加铺6m
宽的人行道，并在人行道上加设路灯照明和种植行道树，现状盖板
沟及暗沟进行清淤及修复，对琼文路上的盖板涵进行加长处理。
连理枝建设内容：①连理枝村道路工程起点位于连理枝村公园广
场，终点至连理枝村入口，道路全长521.651m。此外，在道路沿线
新建基础配套工程包括植草砖停车场、广场路面铺装，防海堤和挡
墙，道路沿线及公园绿化，人行步道等。②连理枝村立面改造工
程。计划工期：365日历天。招标范围：勘察、设计、施工和竣工验
收工作。二、投标人资格要求：投标人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EPC
（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资质要求：具备工程勘察（岩土工程）专业
类乙级或以上资质、建筑工程设计 乙级或以上资质和建筑工程施
工总承包二级或以上资质（允许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由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单位作为牵头人联合组成，联合体投标单位不
得超过3家 ，应提交联合体协议书）；投标人拟派勘察项目负责人
要求在本单位注册的国家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设计项目负责
人具有在本单位注册的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施工项目经理要求
具有在本单位注册的建筑工程专业二级注册建造师或以上资格，
具备有效的安全生 产考核合格证书，且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
项目的项目经理。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 的施工
能力。投标单位须提供经当地（项目所在地或公司注册所在地）检
察机关查询后出具的关于单位、法定代表人及项目负责人或项目
经理（包括勘察、设计、施工）有效的无行贿犯罪档案的证明材料。
三、招标文件的获取：请于2016年5月25日起从海口市公共资源
交易网（www.hkcein.com）电子招投标专区下载招标文件，招标
文件500元/本在递交投标文件时缴纳，招标文件售后不退。四、
招标代理机构：中经国际招标集团有限公司，联系人：王女士
13976671453。

招标公告
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瑶城新型农村社区基础设施改造工程

项目EPC（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招标人为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
人民政府，现对该项目EPC（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进行公开招
标。一、项目概况：建设地点：演丰镇瑶城村。工程概况：基础设
施和立面改造建设两大项。道路工程、排水工程、交通工程、道
路照明工程、外墙面清洗粉刷工程、屋面改造工程和围墙改造
等。项目涉及道路共5条，总长度2033.88m；立面改造主要对瑶
城新型农村社区小区一号路及小区二号路沿街38栋村民住宅进
行立面改造，总面积为31000m2。计划工期：365日历天。招标
范围：勘察、设计、施工和竣工验收工作。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投标人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EPC（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资质要
求：具备工程勘察（岩土工程）专业类乙级或以上资质、建筑工程
设计 乙级或以上资质和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或以上资质
（允许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由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单位
作为牵头人联合组成，联合体投标单位不得超过3家 ，应提交联
合体协议书）；投标人拟派勘察项目负责人要求在本单位注册的
国家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设计项目负责人具有在本单位注
册的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施工项目经理要求具有在本单位注
册的建筑工程专业二级注册建造师或以上资格，具备有效的安
全生 产考核合格证书，且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
经理。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 的施工能力。投
标单位须提供经当地（项目所在地或公司注册所在地）检察机关
查询后出具的关于单位、法定代表人及项目负责人或项目经理
（包括勘察、设计、施工）有效的无行贿犯罪档案的证明材料。
三、招标文件的获取：请于2016年5月25日起从海口市公共资
源交易网（www.hkcein.com）电子招投标专区下载招标文件，
招标文件 500元/本在递交投标文件时缴纳，招标文件售后不
退。四、招标代理机构：中经国际招标集团有限公司，联系人：王
女士13976671453。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保土环资告字〔2016〕3号

经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一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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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买人资格：（一）本次挂牌活动凡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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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境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须提交境外公证部门的公证书。本
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竞买。（二）具有以下行为的竞买人不得参加本次土
地挂牌出让：1.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至
今尚未付清的；2.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有闲置土地、擅自改变土地用
途等违法行为、未及时纠正的。（三）竞买人具备申请条件并按规定缴
纳足额竞买保证金的，由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在规定
的时间内确认其竞买资格，签发竞买资格确认书。

三、竞买规则：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挂牌出让，采用增价方
式挂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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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 至 2016年6月22日到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国土环境资源局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咨询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16年5月31日至2016年6月22日到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6年6月
22日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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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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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09时00分 至 2016年6月24日10时00分。
七、开发建设要求：（一）竞得人须严格按照县规划部门批准的要

求开发建设。（二）开发建设期限：建设项目应按照出让合同中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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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本次出让地块属于其他商服用地，
以现状土地条件挂牌出让，如地块涉及地上地下电线路、光缆的迁移
等费用由竞得人负责。（二）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
划要求建设，涉及绿化、环保、消防、交通管理等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
的有关管理规定。（三）本次成交价款不包括各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
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规定缴纳），挂牌佣金按有关规定收取。（四）按照
《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统一交易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竞得
人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生效之日起60日内付清土地出让
金（已缴交的保证金可抵充土地出让金）。（五）本次竞买活动进行现场
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六）本次挂牌出让事项
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九、联系方式：联系地址：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联系电话：83666228 65303602 18889791877；联 系 人：邢先生 杨
先生 王先生；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http://
www.hnlmmarket.com/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6年5月25日

宗地编号：
土地用途：
规划建设指标：
保证金
挂牌起始价

BT-2015-1 宗地面积：
其他商服用地

38204.34平方米（约57.31亩） 宗地坐落： 什玲镇保陵公路北侧
出让年限： 40年

容积率≤0.6、建筑密度≤30%、绿地率≥40%，建筑限高≤12米、停车位≥145个
3400万元
910元/m2

《老妈驾到》今晚播出
本报讯 江苏卫视真人秀《老妈驾到》将于

5月25日播出，“高富帅”小伙楼家豪怀揣“影
帝”梦去横店，曾经豪言“我不火谁能火”的他却
遭受现实和家庭双重打击，母子能否冰释前嫌？

在绝大多数家长看来，孩子长大后上大学、
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是“正道”，除此之外任何别
的尝试，都是“不务正业”。这些90后被贴上了

“特立独行”、“玩世不恭”等各种标签，《老妈驾
到》就要将这些90后们的真实生活和心态曝光
出来。节目组带其家人远赴横店“探班”，虽然
还有“帮帮团”一行人抵达横店，但母子两人能
否冰释前嫌，将成为节目焦点。 （欣欣）

薛之谦《全员2》抢镜
本报讯 近日，湖南卫视宣布薛之谦将于

本周加盟《全员加速中》第二季（简称《全员
2》），同时透露他将成为新晋加速队员中最活跃
最抢镜的人。

本周的《全员2》将于周五播出，节目将以
武林至尊争夺宝典为主题，加速队员们回归武
林，即将展开一场血雨腥风的争斗。而现代感
太强的段子手薛之谦，好像是与这古装武侠有
点不搭的感觉，不过没关系，扮演“和平使者”
的薛之谦，很快就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在节目
中开始了一个人的独角戏。不以完成任务为
目的，薛之谦只追随自己的初心，最终完成了

“想红”的使命。 （欣欣）

陈羽凡加盟《美少女》
本报讯 5月24日，《加油！美少女》（简

称《美少女》）节目组正式公布第二位嘉宾人选，
羽·泉组合的另一名成员陈羽凡正式宣布加盟，
这样海泉和羽凡将同时加盟节目。

虽然此次两人同时加盟，但兄弟俩在节目
前期不会以团体形式一起担任导师，而将各自
成队。不免让人好奇的是，“深情不再”的两人，
今后在节目中将如何面对彼此？

据悉，由东方卫视联合北京文化共同打造、
玖玖爱六粮面独家冠名的大型原创少女励志成
长节目《美少女》，将于6月起每周六晚10时在
东方卫视正式播出。 （欣欣）

孙红雷主演《好先生》
本报讯 由张晓波执导的现代都市情感剧

《好先生》，将于5月31日登陆江苏卫视黄金档
幸福剧场，孙红雷在剧中主演的旅欧米其林三
星厨师陆远，将成为一个全新的荧屏形象。

据介绍，该剧由孙红雷、江疏影、王耀庆、车
晓等主演，讲述旅欧米其林三星厨师陆远因一
场肇事车祸携挚友女儿回国后，与新欢旧爱以
及一系列人产生的情感纠葛的故事。

“俊男靓女”和“美食诱惑”齐上阵，《好先
生》将用引人入胜的剧情以及味觉和视觉的双
重盛宴，吊起观众的胃口。 （欣欣）

■ 新华社记者 吴嘉林

“为什么有些入选‘感动中国’的
人物，拍成电影就不好看了呢？那是
因为没有完成从‘事迹’到‘故事’的
艺术转换。”日前在京举行的电影《信
仰》剧本研讨会上，影视剧作家赵葆
华指出了主旋律影片进入人心所必
须迈过的一道坎。

1986年，10名曾在战场上奋勇
杀敌的老红军、老八路在武汉自发成
立了“老战士报告团”，为年轻人讲述
战斗故事、革命经历，宣传党的传统与

创新理论。30年来，这支平均年龄达
80岁的团队在全国 18个省区市为
200多万听众义务作了3000多场报
告。在“老战士报告团”成立30周年
之际，以报告团事迹为基础的电影《信
仰》计划8月1日开机。

研讨会上，中国影协电影文学创
作委员会主任张思涛、中国电影评论
学会会长章柏青等专家表示，读完剧
本后，被老战士报告团的故事所打动，
认为报告团的事迹有很高的思想价
值，有理由、有必要拍成电影，感染更
多的观众，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专家认为，思想性正是此类影片
的优势所在：弘扬真善美，塑造模范
人物，记录重大历史事件——主旋

律电影迎合了人们的情感需求，容
易打动观众、引起共鸣。然而，不少
主旋律电影不讲究叙事和表现手
法，一味歌功颂德、刻板说教，导致
艺术性和观赏性大打折扣，既不“叫
好”也不“叫座”。“老战士报告团”的
故事如何才能讲好？

《信仰》剧本在报告团事迹的基础
上加入了寻找老兵遗孤、老战士子孙
后代的情感历程等线索，在红色题材
中融入更多故事性元素，力图获得市
场的认可。本片出品人张惠玲表示，
创作团队努力“往小了写”，用小人物、
小事展现崇高的精神。与会专家对此
表示肯定，但认为这还不够。

影视剧作家、评论家赵葆华认为

目前的剧本“有人物、缺性格”，“有故
事，少情节”：人物形象不够生动饱
满，故事的推进缺少行为逻辑。“一个
好的故事，不仅能听到‘脚步声’，更
能听到‘心跳声’，就是说能感受到人
物心中细微的情感变化。”赵葆华
说。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副书记
许柏林指出，细节是一个故事能否打
动人的关键，他建议加入更多人物行
为、心理的细节描写。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产主旋律
影片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转变表
达方式，在口碑和票房上都有不俗表
现。2009年的《风声》借助谍战、悬
疑片的外壳，讲述惊心动魄的故事，
展现忠贞不屈的共产党员形象，2亿

多元人民币的票房使之名列2009年
国产片票房榜第五；2014年末，徐克
导演的《智取威虎山》将一部红色经
典用现代化的手段拍摄、包装，获得
新、老两代观众的一致好评，拿下近9
亿元票房；2015年的军旅题材影片
《战狼》中不仅有精彩的打斗、先进的
武器装备，更将个人英雄主义与爱国
主义相结合，获得了年轻观众的认
可，收获了5亿多元票房。

导演陈凯歌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
访时说，主旋律并不意味着索然无味，

“这类题材的电影，需放下身段，尊重市
场和艺术规律，转化‘讲故事’的方式，
肯定能收到意想不到的市场反馈。”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从“事迹”到“故事”

主旋律电影打动人须完成艺术转换

本报海口5月24日讯（记者卫
小林）随着本周五迪士尼大片《爱丽
丝梦游仙境2：镜中奇遇记》的上映，
暑期档就算由此渐渐揭开大幕了。
记者今天从海南院线业内获悉，整个
6月份，全国电影院将因国产大片的
缺席而任由进口片独霸天下。

据介绍，6月份上映的第一部进
口大片是《X战警：天启》，该片将于6
月3日掀起全国性的票房大战。海
南院线业内人士告诉记者，《X战警：
天启》上周末刚刚投放全球75个国
家或地区上映，其票房优势已经压倒
了同步上映的好莱坞新片《愤怒的小
鸟》，“X战警”在全球71个地方都获
得了周末票房冠军，全球首周末票房
达到1.033亿美元，火力比《愤怒的
小鸟》猛烈，从中也可预见到其中国
票房将不可小觑。

记者了解到，6月上映的第二部
进口大片是8日开画的《魔兽》，与

“X战警”相距很近，几乎是大片与
大片在“厮杀”，但美国片方显然不

管这些了，其比北美开画时间还要
早两天。同时，《魔兽》根据著名游
戏改编，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较高人
气，盯着中国迅速激增的票房，显然
是其最大的诉求。

6月17日是6月第三个周五，当
天将上映《海底总动员2：多莉去哪
儿》，这部动画片由于有第一集在中
国上映积累起来的人气，因此映前已

经有不少影迷在翘首以待了。该片
采取中国、北美同步公映策略，吸引
影迷指数将显著提升。

6月最后一个周五是24日，当天
将同时上映《独立日2：卷土重来》和
《惊天魔盗团2》两部进口大片。前者
是中国、北美同步上映，后者则仅仅
比北美晚上映两周，可见好莱坞对中
国影市的期待有多急迫。20年前的

《独立日》轰动全球，成了好莱坞灾难
大片的代表之作，此次的续集仍由前
作导演兼编剧罗兰·艾默里奇编剧执
导，他将携《后天》、《2012》等灾难名
片的余威再吸中国影迷的眼睛。而
《惊天魔盗团》中的天启四骑士用幻
术骗过FBI并赢得公众崇拜后，今年
也将在续集中卷土重来，不过这一次
他们又遇上了最新的敌人。

本报海口5月24日讯（记者卫小
林）中韩合拍电影越来越多，类型也越
来越广了。记者今天从海南院线业内
获悉，本周五又有一部中韩合拍新片上
映，它就是此前中韩合拍片中少见的惊
悚悬疑类型片《蜜月酒店杀人事件》。

据介绍，该片由韩国导演张哲秀
担任总导演，中国影星张静初、何润
东、倪虹洁和韩国影星金永敏领衔主
演，而且是一部3D电影。该片讲述
了一个在极端状态下的悲剧性复仇
故事，影片以小见大，通过这个故事
展现了当代社会的一个缩影。

记者了解到，张静初和金永敏在
片中的戏份最多，但两人之间的关系

却最扑朔迷离，笼罩在两人身上的悬
疑气氛也最令人费解。故事展开伊

始，两人关系看似暧昧，但后来却一
百八十度大反转，两人一个拿斧头，

一个持钢枪，场面紧张到一触即发。
其实，金永敏只是一个大酒店的门
童，而张静初却是一个大明星，两人
之间有什么秘密，这正成了影片吸引
影迷的关键所在。这也让《蜜月酒店
杀人事件》成了中韩合拍片中惊悚悬
疑类型的代表性作品。

据悉，自2014年7月中韩两国签
署《中韩电影合拍协议》以来，一批中
韩合拍片相继涌入影院，包括《第三种
爱情》、《我是证人》、《坏蛋必须死》、
《我的新野蛮女友》等，今年还有十多
部中韩合拍片上映，包括《所以……和
黑粉结婚了》、《闭嘴！爱吧》等，喜欢
韩国影视剧的影迷将有眼福了。

据新华社贝尔格莱德5月23日
电（记者王慧娟）在南斯拉夫电影《瓦
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扮演经典角色

“瓦尔特”的塞尔维亚著名演员韦利米
尔·巴塔·日沃伊诺维奇22日在贝尔
格莱德病逝，享年83岁。

日沃伊诺维奇近年来饱受疾病困
扰，2006年心脏病发作，之后做过两次
心脏手术，手术后右脚生坏疽。四年前
因中风入院治疗。就在逝世前几周，他
再次入院，因坏疽严重不得不截肢。

日沃伊诺维奇1933年生于贝尔
格莱德附近一个小村庄，15岁开始做
舞台工人。他毕业于贝尔格莱德戏剧
学院，1957年电影处女作《帕夏的最
后一个节日》问世，从此开始传奇电影
生涯，他一生共参演300多部影视剧。

据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记者
任沁沁）陪伴一代人长大的游戏俄罗斯
方块将被拍成电影。中美影视界日前
在京宣布，将携手打造《俄罗斯方块》电
影三部曲，分为科幻、动作、惊悚片。

合作双方为阳光七星媒体集团旗
下七星娱乐与美国斯瑞斯德娱乐集
团，后者曾制作过创55亿美元销售纪
录的《魔鬼帝国》系列和《真实的谎
言》。该系列片将精选全球顶级电影
主创和演员参与，三分之一以上主演
由中国演员担纲。三部曲之首部，预
计于2017年第一季度开始拍摄。

《千年包公》央视今播
据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记者陈诺）三

集纪录片《千年包公》将于25日晚起在中央电
视台纪录频道播出。

该片通过展现包拯人生各时期的故事，表
现其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的形象，其中以“七弹王
逵”“六弹张尧佐”“断冷清案”最为精彩，突出包
公铁面无私、不畏权贵、执法如山的可贵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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