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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名方式
请有意向者登陆南海网（www.hinews.cn）人才专栏，下载

填写《南海网人才报名表》，并发邮件至hinews.cn@qq.com（邮
件主题及文件名格式为：姓名+毕业院校+应聘岗位）。报名截止
时间为2016年9月28日。

三、录用程序

我公司将按报名、资格审查、面试、实操、体检、考核、审批等
程序，择优聘用。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海南南海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中心
联系电话：（0898）66810075

岗 位

资深新闻编辑

客户端编辑

新媒体编辑
（微信微博编辑方向）

新媒体编辑
（舆情编辑方向）

微商城市场运营

职数

2

1

2

1

1

岗位素质要求
1、35周岁以下，本科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者或新闻专业者优先；2、有写作功底，关注热点新闻，具
有一定时事分析和判断能力；3、熟练运用电脑和互联网，具有良好的信息采编整合能力；4、思维活跃，具
有较强的策划能力和创新能力；5、抗压能力强，具有团队合作意识，能胜任早夜班工作；6、有一年相关网络
编辑工作经验以上。
1、35周岁以下，本科及以上学历，爱好新闻，对时事敏感，有较强的语感和文字能力；2、对移动互联网感兴
趣、有想法，熟悉主流媒体、社交网络、新闻APP；3、能适应高强度快节奏工作，吃苦耐劳，适应早夜班轮值
工作；4、有相关网络编辑工作经验以上优先。
1、45周岁以下，本科及以上学历；2、有一年以上新媒体平台工作经验，3、有较强互联网运用能力，较强的文
字表达能力以及选题敏感性；4、对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产品运营有深入兴趣；5、责任心强，工作认真细心，
态度严谨，具备良好的协作精神。
1、45周岁以下，本科及以上学历；2、了解互联网信息传播特性，熟悉网络舆情分类与分析方法，具有较强的
信息搜索、捕捉、整合及分析能力；3、具有较强的策划选题及写作能力，文字功底扎实；4、热爱新闻工作，吃
苦耐劳；5、有舆情分析研究经验者优先。
1、40周岁以下，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2、客户服务意识强，沟通能力好；3、具有基础文案写作能力，可
撰写常规的活动方案和总结报告；4、吃苦耐劳，有良好的抗压能力和应变能力；5、有微信后台管理经验或
客户服务经验更佳；6、有驾照者可优先考虑。

海南南海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诚聘
因事业发展需要，海南南海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以下人员，诚邀社会各界优秀人士加盟。
一、招聘岗位及要求

关于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
澄国土资告字〔2016〕36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澄迈县人民政府批准，澄
迈县国土资源局公开挂牌出让下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地块
编号
27010

-201483
27010

-201590

位置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南一
环路4.5公里处北侧地段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南二
环路6.9公里处南侧地段

面积
(公顷)

0.6273

2.0175

使用
年限

50年

50年

用途

工业
用地
工业
用地

容积率

≥1.0且≤1.6
≤1.2

建筑
密度

≤50%
≤40%

建筑系数

≥30%
／

绿地率

≤ 20%

≤20%

建筑
限高

≤24米
≤24米

起始价
(万元)

237

695

保证金
(万元)

143

418

投资强度
（万元/公顷）

≥1295
≥520

备注

地块按现状
条件出让
地块按现状
条件出让

二、竞买人资格。（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
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属境外机构（含
港、澳、台地区）申请参加竞买的，按照规定需要提交商务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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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联合竞买。（二）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三、竞买申请和登记。有意参加竞买者应于2016年9月20日
—2016年10月17日下午17时（北京时间）前到澄迈县国土资源局
三楼土地交易所（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2号窗口）查询和购买《澄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
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时，竞买申
请人应缴交竞买保证金（以保证金到账为准）。

四、挂牌报价时间和地点。
1、27010-201483号地块
挂牌起始时间：2016年10月9日上午10时整（北京时间）；
挂牌截止时间：2016年10月19日上午10时整（北京时间）。
2、27010-201590号地块
挂牌起始时间：2016年10月9日上午11时整（北京时间）；
挂牌截止时间：2016年10月19日上午11时整（北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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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交易厅进行。
本次挂牌出让活动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

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五、其他事项。（一）27010-201483号地块用于机械加工厂项

目建设。（二）27010-201590号地块用于钢化玻璃生产项目建设。
（三）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我局签
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地块
的合同价款，合同签订后1个月内必须缴纳不低于出让价款60%的
首付款，余款按出让合同约定的时间付清。（四）受让人取得土地使
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水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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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交价款不含
各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有关规定缴纳），挂牌
交易服务费按有关规定收取。（六）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澄迈县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

联系人：王先生、张先生；
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电话：0898-67629052、65303602

澄迈县国土资源局
2016年9月14日

本报海口9月13日讯（记者卫
小林）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即将来
临，记者今天从海南院线业内获悉，
今年中秋档期将有10多部国产片集
中上映，如此庞大的规模，在以前的
中秋档期前所未见。其中，《反贪风
暴2》《追凶者也》《大话西游3》《七月
与安生》4部热门影片最被业内人士
看好，并且它们都将于9月14日同
步公映，提前抢滩中秋档。

据介绍，除了《反贪风暴2》《追凶
者也》《大话西游3》《七月与安生》4部
热门影片将于14日上映外，还有战
争题材大片《我的战争》、动画片《麦
兜7·饭宝奇兵》、动画片《神兽金刚之
青龙再现》、爱情片《爱的“蟹”逅》等
多部影片将于9月15日中秋节当天
开始上映，它们基本抢完了4部热门
影片之外的剩余场次。从今天下午
定下的各大院线排片表可以看出，今
年中秋节前一天和中秋小长假三天
里，海南各大院线主推的热门影片有
《反贪风暴2》《追凶者也》《大话西游
3》《七月与安生》《我的战争》《麦兜7·
饭宝奇兵》6部。此外，中秋档期还将
继续放映此前已经开画的进口片《鲨
滩》《星际迷航3：超越星辰》《九条命》
《魔法老师》《冰川时代5：星际碰撞》
等，因此影迷中秋节期间的选择还是
比较多样化的。

记者了解到，香港导演林德禄

继2014年执导《反贪风暴》后，今年
又推出了续集《反贪风暴 2》。其
中，《反贪风暴》内地票房仅有9520
多万元，但续集随着近两年香港片
在内地的票房和口碑的连年攀升，
到今天已有超过10万影迷在猫眼
一家网站上表示想观看，海南院线
业内人士便从中看到了该片的票房
前景将十分可观。《反贪风暴2》讲
述了香港廉政公署调查一起马会与
外围赌球的贪污案件并将罪犯绳之
以法的故事，该片继续由古天乐主
演，另有张智霖、周渝民、蔡少芬、林

保怡等联合主演。古天乐在片中饰
演的沉着冷静的廉政公署调查主任
陆志廉，与张智霖饰演的重案组督
察刘保强一起，将联合开启反贪模
式，虽然两人的反贪道路崎岖不平，
但结局却令人欣慰。

内地导演曹保平因去年执导的
警匪片《烈日灼心》票房超过了3亿
元而成为知名导演，因而他今年执
导的《追凶者也》就成了院线业内看
好的影片。该片虽然也是警匪类
型，但它是一部反常规的黑色电影，
相比《烈日灼心》的直面人性，这部

新片更轻松，更有黑色幽默甚至荒
诞的成分。影片讲述了一场凶案背
后的错综复杂的追凶过程，更表现
了被牵扯其中的各色人物的谬误人
生。刘烨、张译、段博文、王子文等
人的表演，也因刘烨凭此片斩获上
海国际电影节影帝桂冠而吸引了观
众眼球。

“大话西游”系列电影诞生20年
了，但香港导演刘镇伟直到20周年
纪念时间到来，才向影迷交出了《大
话西游3》。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
对影迷的一个交待。这部续集片保

持了“大话西游”系列电影的喜剧爱
情风格，由韩庚、唐嫣接棒周星驰、
朱茵主演，把一段不屈服于命运、为
情人穿越时空阻隔的“虐恋”爱情演
绎得同样到位，算是给了观众一个
圆满而欢乐的结局。

曾志伟儿子曾国祥导演的《七
月与安生》，改编自著名作家安妮宝
贝的同名小说，可谓随IP热潮而拍
的又一部青春片，讲述七月和安生
两个女孩从13岁开始相识相知、相
爱相杀的成长故事，旨在借助青春
片尚存的卖座大潮再造市场奇迹。

国产片 大规模上映
《反贪风暴2》《追凶者也》《大话西游3》《七月与安生》最被看好

本报海口9月13日讯（记者卫小
林）由谢霆锋、刘青云、佟丽娅、范晓萱
领衔主演的3D动作大片《惊天破》今
天宣布定档，将于10月21日在海南各
大院线与全国院线同步公映，这是记者
从片方恒业影业集团海南办获悉的。

据介绍，这部电影原本定于8月
19日赶在暑期档里上映，但由于当
时试映后各大院线对电影信心满满，
认为如此吸睛的动作片必成暑期档
里的重磅炸弹，因此片方临时决定在
3D版本之外增加制作一款4DX版

本，结果导致影片后期制作耽误，赶
不上8月19日的原定映期，因而不得
不推迟到10月21日上映。

记者了解到，《惊天破》由叶伟信
监制，吴品儒执导，讲述了香港重案
组督查马进（谢霆锋饰）和犯罪心理
学专家车家伟（刘青云饰）携手共破
连环杀人案的故事。这也是谢霆锋、
刘青云两人继《消失的子弹》后时隔
4年的再度合作，香港电影金像奖两
大影帝将在银幕上大飙演技，共同上
演一场都市无间暗战。

记者了解到，谢霆锋在片中饰演
的警察马进张力十足，虽在战场上出
生入死，并与罪犯艰难对峙，但在镜头
前还是几度崩溃；而刘青云饰演的犯
罪心理学专家车家伟，则如同站在上
帝的视角，不紧不慢地叙述着，似乎正
在背后操纵着整个局面。影片除有精
彩的表演外，故事新颖，前卫概念更带
来科技感，威严的人物与严肃的主题，
更让影片增加了一层悬疑感，将警匪
片、惊悚片、悬疑片和动作片等多种类
型融为一体，观赏性大为增强。

据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王
美芝）旨在关注青少年健康成长、弘
扬中国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少年强 中国强》百
集公益微电影全国首映礼，日前在北
京电影学院举行。

中国青少年素质教育发展中心
副主任王继俊在首映礼上表示，现在
专门为少年儿童打造的儿童剧、微电
影仍然相对匮乏，难以满足孩子们的
需求。《少年强 中国强》百集公益微
电影剧组拟推出一批专门为少年儿

童创作、由少年儿童担任主要演员的
微电影作品，为广大少年儿童的健康
成长提供正能量。

百集公益微电影由中国关心下
一代工作委员会指导、中国青少年素
质教育发展中心等单位联合主办。

据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记
者章利新）“套用最近的流行语，这次
我用尽洪荒之力维护自己的作品，就
是希望有一天：盗版界清空了蔡明
亮。让一切归零、从头再来。如果有
缘，再遇见我，会是全部的我、完整的
我。”关于反盗版，著名导演蔡明亮近
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从去年5月开始，蔡明亮导演在
电影创作之余，走上了一条反盗版的
维权之路，引发广泛关注。一年多
来，他通过微博以“对贼念经”的方式
发表文章24篇，被他点名的包括盗版
商“盛佳”、电影资源下载网站“蓝影
网”、哔哩哔哩网（B站）、腾讯等。这
些网站最终都公开表示道歉，并删除
相关盗版资源。

说起反盗版的由来，蔡明亮表示
他知道自己作品被盗版现象长期存在，

但直到去年他才开始学习上网，越上网
就越生盗版的气。他的《青少年哪吒》
《爱情万岁》《河流》蓝光合集都还没
上市，盛佳就在网上大肆宣传预售盗
版碟，“真把我惹怒了”，蔡明亮说。

通过微博“对贼念经”

名导蔡明亮反盗版显成效

据新华社电（记者石志勇）经过几个月精
心准备，2016年中央电视台中秋晚会各项筹备
工作已基本就绪，将于9月15日20时正式面向
海内外观众上演。今年的中秋晚会将在西安市
大唐芙蓉园举办，以“回”为主题，包括回家、回
归、回望、回味四重主题。

据节目组介绍，晚会将由《开城迎宾》《月照
长安》《丝路焕彩》《花好月圆》和《海上明月》5
个部分组成，融合了歌舞、戏曲、器乐、摇滚、杂
技、交响乐和民间艺术等多种艺术形式，通过虚
拟包装、大型道具和电视特技等技术手段实现
时空穿越和古今融合。

目前，晚会整体节目方案及参演明星阵
容已确定，服装、道具、化妆制作方案已完
成。晚会将实现对建党95周年暨红军长征
胜利80周年的回望，大力弘扬中国奥运健儿
顽强拼搏、永不放弃、为国争光的精神。本次
晚会还将邀请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及其家人
到晚会现场参与互动，使晚会更具有历史和
现实教育意义。

央视秋晚明在西安举行
晚8时上演

《怒火英雄》卫视热播
本报讯 正在江苏卫视幸福剧场热播的

《怒火英雄》，走出了一条另类小人物抗战的全
新路线，不仅在角色设置上更接地气，在故事的
历史背景上也有史可循。

《怒火英雄》作为《战火青春》（原《战旗》）的
姊妹篇，同样由王雷担任男主角，所不同的是，
王雷一改《战火青春》中富家子弟的印象，出演
了一个底层的小人物，在邓家佳的家里养马，在
自己家里炸油条。而且他饰演的角色还是一位
赛马和武功高手。

该剧在上海滩上演了一出乱世“销烟”记，
马场戏份、追逐戏份、枪战戏份都让人身临其
境，王雷、邓家佳、霍政谚、乔乔等人的表演锦上
添花，让这部强情节的抗战剧更加吸睛。（欣欣）

《蒙面唱将》猜评团出炉
本报讯 蒙面歌手个个玩神秘，猜评嘉宾

人人不嘴软。率先在音乐节目中引入“竞猜身
份”游戏元素的江苏卫视大型音乐挑战类真人
秀《蒙面唱将猜猜猜》，将于9月震撼回归，而其
猜评阵容也于近日出炉。

本季节目中，将由陶晶莹、Ella、大张伟、马
可、沈南、“王炸组合”艾菲与李斯丹妮、《暴走漫
画》主持人王尼玛组成“全能猜评团”，这样的阵
容，集齐了主持人、歌手、段子手、女神、网红等
多重力量，考眼力、比脑力、斗嘴劲都不在话下，
将令观众迫不及待地想要一睹为快。

据悉，《蒙面唱将》还将让机器人作为主要
元素之一，不玩噱头，推进节目的进程，并让蒙
面歌手碰撞出更多惊喜。 （欣欣）

《我们来了》造花样许愿
本报讯 湖南卫视《我们来了》将于本周五

晚播出第9期。本期节目中，众嘉宾来到美丽
滨城大连，为让观众深度体验丰富多彩的海滨
文化，节目组特地制造了一场花样许愿。

结束一天游戏后，10位明星来到海边偶像
之家。节目组精心搭建了帐篷并布置了众多荧
光灯，使得偶像之家在月色下闪光熠熠。10位
明星中多数嘉宾都没有体验过海边露营，兴奋
与好奇伴随着每一个人。入睡前有一个特别环
节——漂流瓶许愿，每一位嘉宾都认真写下了
自己的愿望，并将承载着愿望的漂流瓶扔向大
海。10位明星究竟在漂流瓶里写下了什么样
的心愿？谜底将于本周五晚揭晓。 （欣欣）

《少年强 中国强》百集公益微电影首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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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记者
白瀛）贾樟柯位于上海的暖流文化电
影公司日前与法国电影公司MK2签
署了一份合作伙伴协议。未来双方
将联手开发、制作电影项目，重点开
发目前行业大热的VR电影，贾樟柯
也计划明年拍摄自己的VR剧情长
片，在中国建造VR体验中心。

贾樟柯13日在京介绍，双方还将
共同在中国大陆推广贾樟柯开创的

“种子影院”。“种子影院”是贾樟柯为
艺术影院起的名字，灵感来自艺术电
影破土而出的概念。MK2公司是贾
樟柯《二十四城记》等影片的海外发
行方，也是贾樟柯电影《山河故人》的
法国出品方。

与法国电影公司MK2签约

贾樟柯着重开发VR电影

谢霆锋刘青云佟丽娅范晓萱领衔主演

3D动作片《惊天破》海南定档
台湾著名

导演

蔡
明
亮

周渝民在《反贪风暴2》中变“坏”了《追凶者也》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