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将于9月15日播出的
湖南卫视中秋之夜正在紧张筹备中，
为了打造一台更接地气、更具互动感
的中秋晚会，导演组煞费苦心，不但
设计了各种形式的星素合作秀，在主
持串场、环节衔接等方面也将“搞搞
新意思”。

晚会主持人依然由何炅担纲，而本
次中秋之夜全新设置的重要角色“月桂
佳人”，则将与何老师一起贯穿全场，与
观众一起共庆中秋。担任“月桂佳人”

的不是别人，正是从年初的《旋风孝子》
到暑假的《我们来了》，一直持续霸屏芒
果台的“收视女王”陈乔恩！

据导演组透露，“月桂佳人”这个
头衔的设定也是相当有说头的：中秋
之夜，陪着大家一起过中秋的人就是
家人，“佳人”谐音“家人”，寓意团圆，
也是古代对秀外慧中、才情兼备的女
子之美称，是智慧和美貌的象征。同
时，中秋也是金桂飘香的时节，人们常
说月亮上有一颗桂花树，更有吴刚月

宫伐桂的传说。于是，“月桂佳人”的
美称也就这么应运而生了。

在晚会策划过程中，选择哪位女
星担任“月桂佳人”一角，也曾让导演
组颇费心思。而《我们来了》里萌版

“教主”陈乔恩活泼、率真、不做作的表
现，不但圈粉无数，也让中秋之夜导演
组眼前一亮，再加上陈乔恩出道之初
也曾有过外景主持的功底，最终“月桂
佳人”这一重要角色花落陈乔恩。

（欣欣）

湖南卫视中秋之夜主持串场“搞搞新意思”

陈乔恩加盟变身“月桂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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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省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6年9月18日下午3时在我司拍卖大
厅依法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被执行人吴斯妮名下所有的位于海南省
澄迈县老城开发区工业大道1公里处南侧“盈宾·绿生花园”12#2C2的
房产。参考价：35.559万元。 竞买保证金：10 万元。特别说明：办理
房地产变更登记时产生的税费和其他费用均由买受人承担。标的展示
时间：公告之日起至2016年9月14 日17时止。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
年9月14 日下午17时前缴纳竞买保证金，并到我司了解详情及办理
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户名：海
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
支行;帐号：1009689400000122。缴款用途处须填明：竞买人姓名或
名称、（2016）海南一中法拍字第38号竞买保证金。拍卖单位：海南长
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47号港澳申亚大厦2003
室；联系电话：0898-31982239 13807593991

定安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定土资出告字[2016]6号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39号），经定安县人民政府批准，定安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

出让位于定安县定城镇环城南一环路南侧的一宗国有存量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二、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企业或其他组织均可申请
参加竞买，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个人或联合申请，属境外的企业或其他组织
的，须提供境外公证部门的公证书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文件。具有下列行为
竞买人不得参加本次土地出让挂牌：1、在海南省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
为、并未及时改正的；2、在海南省范围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
建设商品住房、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的。三、本次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四、竞买
咨询及报名期限：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
有意参加竞买者可到定安县国土资源局218办公室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
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22号窗口查询和获取《定安县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挂牌文
件》为本公告组成部分。报名期限：2016年9月7日至2016年9月28日
（以竞买保证金实际到账为准）。五、竞买保证金：申请人应在2016年9月
28日16：00前将竞买保证金存入指定账户（以到账为准）。六、资格确认：
经审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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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17: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七、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挂牌起

始时间：2016年9月20日8:00。挂牌截止时间：2016年9月30日16:
00。挂牌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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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事项：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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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竞买活动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
受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3、按挂牌工作时间（上午8:
00至12:00，下午14：30至17：30）受理竞买申请报名及报价手续。本公告
中所指时间均为北京时间。4、该宗地按现状条件出让，竞买人应当现场踏
勘出让地块，竞买人申请参加竞买的，视为对挂牌出让地块现状条件无异
议。5、本次出让成交价款不包括各种税、费，办理土地登记产生的所有税、
费由竞得人承担。6、受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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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本次挂牌事项如有变更，以变更公告为准。十、咨询方式：咨询电话：林先
生：13307577713；李先生：0898-65303602；黄先生：0898-63822430。
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http://www.landchina.
com；http://www.hnlmmarket.com；http://www.dagtj.com

定安县国土资源局 2016年8月31日

地块编号
定城镇CR2016-11

土地位置
定安县定城镇环城南一环路南侧

用地面积(m2)
20402.68

土地用途
一类物流仓储用地

容积率
≤1.1

建筑密度
≤40%

绿地率
≥20%

出让年限
50

竞买保证金(万元)
697

天街华府S1地块项目应用太阳能热
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天街华府S1地块”项目位于琼山区府城镇甘蔗园，属《海口府城

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C0104地块范围，项目拟建上8栋高层住宅塔
楼和8栋沿街2-3层商业裙房。经海口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
审查服务中心核查，该项目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可补偿建筑面积
1232.7平方米。根据《海南省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要
求，现按程序进行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6年8月
31日至9月13日）。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www.hkup.gov.
cn）；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市政
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2056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建筑技术审查
处，邮编570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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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1，联系人：陈兴。

海口市规划局 2016年8月31日

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70、71、73、74、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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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海口市凤翔西路 14号帝和华庭 5栋 6层 601房（证号：
HK359383号，建筑面积：135.52m2），参考价88.168万元，保证金20
万元。2、位于海口市海甸六东路 38-1号蓝色海湾4号住宅楼A502
号（证号：HKYL344496号，建筑面积：94.45m2），参考价56万元，保
证金15万元。3、位于海口市南海大道 153印象荷园夏芙居 1701、
1705房（证号：HK346556号、HK346553号，建筑面积：69.34m2、
65.34m2），参考价：64万元，保证金15万元。4、位于海口市文明中路
129号万银商业大厦 6层 620房（证号：HK233024号，建筑面积：
68.79m2),参考价25万元,保证金5万元。5、车牌号为琼A66890的
梅赛德斯奔驰汽车一辆，参考价：2.88万元，保证金1万元。现将第二
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6年9月22日10:00；
2、拍卖地点：海口市义龙西路36号钟山大厦A座3楼；
3、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2016年9月21日17：00止，

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
4、收取保证金时间：2016年9月19日17:00前，以款到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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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账号1009454890000595；
标的2账号1009454890000269；标的3账号1009454890000596；
标的4账号1009454890000597；标的5账号1009454890000599；

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70、71、73、74、76
号（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7、特别说明：标的1、3、5按现状净价拍卖，所有的费用由买受人
承担，标的2、4按现状拍卖，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

拍卖公司电话：0898-66533938 18689521478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0691

一、招录计划 ㈠国家注册工程师（3名）1.注册岩土工程师1名；
2.注册给排水工程师1名；3.注册机电工程师1名。 具体要求：全日
制本科及以上学历，50周岁以下，具备相关国家注册工程师执业资格
证书，2年及以上设计工作经验。 ㈡道路勘察设计（7名） 符合以下
要求之一者均可报名：1.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40周岁以下，本科
与硕士专业均为道路工程；2.全日制本科学历，40周岁以下，道路工
程专业，有5年及以上公路或者市政勘察设计工作经验；3.全日制本
科学历，40周岁以下，道路工程专业，有工程师及以上职称，有2年及
以上公路或者市政勘察设计工作经验。

二、相关要求 有意向者，请于 2016年 9月 11日前将简历、身份
证、毕业证、学位证、执业资格证、职称证等证明材料发到我院邮箱：
hn_2000@163.com 联系人：熊诗颖 0898-36392287。

海南省公路勘察设计院
2016年第二次专业人员招录方案

公司存续分立公告
海南海疆在线网络传媒有限公司拟进行存续分立，分立

后分别为海南海疆在线网络传媒有限公司（由原注册资本
6250万元变更为注册资本1000万元）和海南承联实业有限
公司（暂定名，以实际审批为准，）注册资本5250万元）。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原海南海疆在线网络传媒有限公司的债务
由新成立的海南海疆在线网络传媒有限公司承担，海南承联
实业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本公司债权人可自公告日起
45日内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本公司债权
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分立按法定程序实
施。联系人：何作华 电话：18907667667

海南海疆在线网络传媒有限公司
2016年8月30 日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变卖财产公告
（2015）龙执字第1363号

申请执行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与被执行人
黄满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在执行过程中，依法将被执行
人黄满名下位于海口市府城镇南桥肚安得园小区B2栋第九层
2902房（证号:HK077451号）进行拍卖。海南金鼎拍卖有限公
司刊登了三次拍卖公告，均因无人报名竞买而流拍。根据申请
执行人的申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贵院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
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本院决定对上
述房产以第三次拍卖的保留价进行变卖，现将有关变卖事项公
告如下：

一、变卖房产位于海口市府城镇南桥肚安得园小区B2栋第
九层2902房（证号HK077451号，建筑面积：125.92m2）。

二、变卖价格：人民币278016元；过户税费按规定各自承
担。

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
四、应买方式：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申请书中应载明“愿意

以（2015）龙执字第1363号变卖财产公告中所确定的价格及方
式购买变卖房产”，提交本人身份证明，并注明联系方式。

五、支付价款期限：应买人应当在执行法院通知缴款之日起
七日内将价款汇入本院开户银行账户内，逾期视为放弃应买。

六、多人应买时的处理：多人应买时，以本院收到书面申请
的时间先后确定应买顺位，本院同日收到多分应买申请的，以抽
签方式确定应买顺位；应买人未在本院通知缴款期限内足额缴
款的，后一顺位的应买申请人顺位递升。

联系人：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林法官
联系电话：66784655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二0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电影产业促进法草案29日再次
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二审草案
中有关整治票房造假的内容成为热
点。这不禁让人回想起今年3月轰动
一时的《叶问3》票房造假事件，这一
事件引爆了中国电影业整顿改革的舆
论潮。据统计，过去几年全国电影票
房至少10％被“偷走”。

国外电影业也曾经存在过“偷”
“瞒”“虚”现象，但在完备的电子统计
系统、合理的利润分享模式、高昂的造
假成本面前，人们谈“假”色变。

电影票房监控公司Rentrak公司
聚焦全球范围内电影票房和电视收视
相关数据，该公司北美影院覆盖率达
99％，即 99％电影院的终端都有对
接。制作方在观众购票5秒后即可跟

踪到数据，强大的分析系统还能实时
按照时间、地域、院线等维度处理惊人
的数据量，供制作方、发行方实时查看
电影的市场表现。这就避免了人工抽
查导致的不确定性，基本杜绝了延时
发布、数据“忽悠”、票房“数出多头”等
人为操纵的弊端。

以2014年大热影片《变形金刚
4》为例，当时发行方派拉蒙公司上报
的票房成绩超过1亿美元，但业界的
数据是0.97亿美元，这“0.03亿”的差
别在美国电影界引发巨大质疑和批
评。某影业公司首席发行官置评说：

“Rentrak的统计如此强大，当大家都
得出9700万美元时，他们（派拉蒙）却
能算出1亿，事实很简单，他们的数据
不真实。”

不仅美国，韩国的票务统计系统
也相当强大。韩国电影票务信息系统
（KOBIS）能实时反映和统计全国院
线的电影票务情况。全国电影院覆盖
率从2006年的68％到2009年达到
99％，首尔地区实现100％覆盖；票务
数据实时反映在系统网站上，对公众
开放；网站除数据外，还包含违规惩罚
措施等内容。

此外，国外相对固定和透明的利
润分享模式也有助于消除票房虚高。
在美国，片方除了要付给导演、编剧和
演员等主创人员固定薪酬，往往还在
合同中详细约定他们在票房净利润中
的分成比例。

正如好莱坞知名编剧、凭借《夺
宝奇兵》获得第54届奥斯卡最佳音

效剪辑奖的理查德·安德森所说：“票
房造假对片方并无好处，虚报的数字
越多，意味着要分给演职人员的金额
也越多。”

中国内地电影市场票房虚高之
所以愈演愈烈，正在于背后隐藏的
巨大利益，比如片方可以凭借高票
房来吸引观众，以及抢占排片，如
果是上市公司还能以此影响股民
提升股价。

票房虚高在国外不常发生，还在
于很多时候造假得不偿失。日本的造
假成本就高得惊人，这在日本是一件
比坐牢还严重的事，一经发现，公开谢
罪不说，还要承担巨额罚款，数额高到
足以导致一些企业破产；银行不但不
给涉事企业贷款，而且还会终止对其

相关上下游企业的贷款和商业合作。
政府处罚之外的社会处罚也相当

严厉，如果形成行业坏名声，造假者很
难继续从事以前的行业。可谓一朝造
假，终生受限。

事实上，近几年国内各界对票房
虚高的质疑和抨击一直不绝于耳，但
却收效甚微，原因就在于立法、监管和
处罚方面的缺失。

专家认为，加快实现中国由电
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转变的道路上，
票房 GDP 主义绝对是毒瘤。票房

“强”并不能客观反映电影市场原
貌，只有成熟的票房发布与监管机
制才能还中国电影市场一个干干净
净的“健康证明”。

（据新华社北京8月30日电）

透视国外票房监管:

数据无法“忽悠”造假得不偿失

本报北京8月30日电（记者尤
梦瑜）今天下午，代表我省参加“第五
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的大型原
创歌舞诗《黎族家园》的全体演职人
员已全部抵京，并在北京天桥剧场开
始排练。该节目将于9月2日和3日
晚在北京天桥剧场进行正式演出。

据剧目总编导蒙麓光介绍，为
了让剧目在正式演出时呈现最佳效
果，剧目8月23日在海口公演后，主
创人员就结合观众及专家的反馈意

见对舞蹈动作、情节等进行不断地
修改提升，精益求精。

工作人员将从31日开始进行舞
美装台、设备调试等工作。据了解，
在2日演出前，演职人员将争分夺
秒，抓紧时间进行走台、合成。

记者从此次会演的票务销售部
门了解到，截至8月30日，《黎族家
园》两晚演出票已基本售罄。

“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
已于8月18日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隆重开幕。8月16日至9月14日，35
个代表团选送的43台优秀剧目将在
北京依次亮相，来自全国各少数民族
的7000多名演职人员参加本届会演。

本届文艺会演的网络投票已于
7月开始，将持续至9月15日，海南
观众可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第五
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为我省参
赛节目《黎族家园》投票。主办方会
根据网友投票数选出10台剧目成为
本届会演最受观众欢迎剧目。

为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加紧排练

《黎族家园》即将在京亮相

本报定城8月30日电（记者刘梦晓 特约
记者司玉 通讯员黄祥）台上戏曲情节悲喜交
加，曲折动人，台下观众如痴如醉，沉浸其中。
近日，由海南省琼剧院二团编排出演的大型古
装琼剧《诗帕情》在建档立卡贫困村定安县龙门
镇红花岭村上演，为该村1300位村民送上了精
彩的剧目。

剧中，书生周士卿与师妹柳玉琴情深意笃，
赴考前特把诗帕赠予柳玉琴盟誓订婚。他离开
后，柳玉琴因遭强暴而跳河自尽，获救后以卖唱
为生。次年，周士卿考中探花后准备回乡完婚，
得知柳玉琴自尽后发誓终生不娶，却在一次宴
席上遇见柳玉琴。双方解除误会后，柳玉琴把
儿子周必正托付给周士卿，自己入庵为尼。十
八年后，周必正考中状元，阴差阳错几番周折后
终于与母亲相认，结局皆大欢喜。

据了解，《诗帕情》获第二届海南艺术节文
化优秀剧目奖，此次送戏下乡惠民演出活动是
为了进一步活跃农村群众文化生活，满足农村
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推动建档立卡贫困村精准扶贫各项事业的全面
发展。

定安贫困村
迎来惠民慰问演出

8月29日，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宁夏代表团参演剧目——大型回
族舞蹈诗《九州花儿美》在北京天桥剧场上演。图为演员在演出。 新华社发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参演剧目
《九州花儿美》在京上演

本报讯 由博纳影业集团出品，林超贤执
导，黄建新、梁凤英监制，张涵予、彭于晏领衔主
演的警匪动作巨制《湄公河行动》近日发布了

“缉毒队长”张涵予的首款角色预告。
从预告片中可以看到，张涵予饰演的缉毒

小分队队长高刚机智勇猛，带领小分队深入金
三角毒巢，时而乔装打扮邪气逼人，时而勇猛冲
锋正气凛然，虽然是负责“激战”，却也不乏“智
斗”的成分，对此张涵予也笑着表示：“谁让我遇
到了一个什么都想要的导演呢，只能逼着自己
全面发展了！”

（欣欣）

《湄公河行动》
发布首款角色预告

本报讯 《我要上春晚》是中央电视台综艺
频道品牌栏目，旨在为央视春晚甄选优秀演员、
输送精品节目。自2010年开播，六年来，《我要
上春晚》已为五十余组优秀选手圆梦春晚。
2016年《我要上春晚》全新改版，将于9月4日
开播。

2016年《我要上春晚》选手标准更新换代，
平均实力再创新高。知名歌手同台比拼，胡夏、
黄龄、戴筌、张赫宣、洪辰等唱将用实力说话；全
国综艺选秀节目前三甲同聚一堂，竞争空前激
烈；奇人异士大显身手，手指先生、“纸片人”逯
爱岩、古彩戏法传承人肖桂森等各展所长，令人
惊呼不已；除此之外，“破铜烂铁”乐队等兼具艺
术性、表演性和影响力于一体的国际明星及团
体，也将登上《我要上春晚》的舞台，为观众献上
精彩表演。 （欣欣）

《我要上春晚》
全新改版即将开播

陈乔恩参加湖南
卫视节目录制。

娱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