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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2015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污
染海洋环境应急防备和应急处置
管理规定》修订方案6号令等相关
规定，我司现已满足“一级船舶污
染清除单位”相关要求，具备开展
相关业务的能力。服务区域：海南
省海事局辖区内海域。特此公告！
洋浦海蓝船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二O一六年九月十九日

注销公告
三亚天马兰花渡假村有限公司拟
向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45天
内来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公告
海南运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
海南鼎大置业有限公司解除合作，
债 务 联 系 人 ：张 先 生 电 话 ：
18976662992

海南鼎大置业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琼中鑫农达农技服务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各一
本，号码：460036578735345；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各一
本，代码57873534-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嘉华控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专用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各
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三亚鼎品鲜餐饮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发
票一本，发票代码：4600161320 ，发
票号码：04686901-04687000，现
声明作废。

公告
我司于2011年11月11日与长青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书》，将我司开发的位于
海南省儋州市兰洋镇的“蓝洋仙
居”项目发包给长青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施工建设。现我司已与长青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解除前述合
同。请与长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就前述建设工程项目存在债权债
务关系的单位和个人，自本公告刊
登之日起六十日内与我司联系，并
将相关资料报我司知晓，否则，我
司将不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联
系人：李先生；联系电话：0898-
68596663。特此公告！
海南天来泉南洋旅游不动产有限
公司 二0一六年九月二日

注销公告
海南中合投资有限公司拟向海南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见报起45天内到本
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平泽船务有限公司拟向海口
市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
见报起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昌江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

撤销公告
依据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
决书》【（2016）97行初105号】，现
撤销我局于2016年1月8日在海
南日报刊登《注销国有土地使用公
告》，自公告之日起，海南雨润地华
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位于昌化镇棋
子湾旅游度假区B-6地块的国有
土 地 使 用 权 ，证 号 为 昌 国 用
（2011）第0005号，土地证书所载
土地权利自动恢复，合法，有效。
本公告内容一经发布，视作已通知
相关当事人。
特此公告

2016年9月13日

注销公告
保亭亿家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拟
向保亭县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
债务人自本公告登报日起45日内
到我司办理相关事宜。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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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 款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984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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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 18876859611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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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 13005018185
临高 18608965613
三亚 18976292037
乐东 13807540298

陵 水 1364754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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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 海 18976113800

琼中 13907518031
万宁 13976065704
定安 13907501800
屯昌 13907518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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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红城湖路怡田公寓1001房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欢迎乡镇、农村、农场等偏远地区客户在
《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刊登分类广告

为方便乡镇、农场、农村等其他偏远地区办理分类广告，发行
中心开通以手机短信、QQ、微信等形式多样的办理渠道，以方便
广大客户刊登广告。可承接办理：身份证等各类证件遗失，法院、
住建局等各类政府单位公告，商业信息，农产品名特优推介等。

帐户：海南日报社发行部
帐号：2201021109200007117 开户行：海口市工行金盘支行
电话：13976322100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889912934

转让换地权益书
本公司有海口换地权益书转让
联系人王先生13036087655

海南水苑旺铺招租
（海府路46号）一楼（670成m2）、
二楼（1000 m2）旺铺招租中，
65356068、13907632313林先生

盆花绿植出租
花木修剪机械出租13322027316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银达贷款
省金融办批准的正规贷款公司

专业办理贷款 利息低 可当日放款
国贸玉沙路66775888 13907566137

鼎和贷款66236622
专业办理贷款利息低可当日放款
友谊广场七楼 13707565563

注销公告
保亭宏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拟向
保亭县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
务人自本公告登报日起45日内到
我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保亭春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拟向
保亭县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
务人自本公告登报日起45日内到
我司办理相关事宜。

文昌市公证处公告
我处因受理蒋曼丽、何芳菲、何芳
淋申办继承何技师名下存款、房屋
遗产公证，为保护利害关系人权益
现予公示，请对其遗产有利害关系
的相关人在公示的三十天内持有
关证件向我处提出异议，逾期，我
处将依法办理。

解除合同通知
陈启扬（荼博士家）：
因你未按时缴纳租金，我司根据合
同约定自2016年10月1日起解除
2014年6月18日签订的《租赁合
同》及《租赁合同补充协议》，收回
场地，厂房场地内置留所有物品由
我公司自行处置。

三亚永晋实业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海南广达贸易有限公司拟向琼海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到本
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儋州诚信工商咨询服务中心拟向
儋州市工商局申请注销，债权债务
人见报45天内到公司办理事宜

注销公告
儋州凯迪阳光酒店有限公司拟向
儋州市工商局申请注销，债权债务
人见报45天内到公司办理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小丑鱼商旅服务有限公司拟
向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45天
内来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遗失声明
东方城东佳杰日用品商行遗失发票四
份，发票代码4600151320,发票号码：
00422962.00422964.00422968.0
042297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儋州胜达建材工程有限公司遗失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469003000018919，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副本，代码69892385-0声
明作废。
▲海南福联贸易有限公司遗失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地税）,证件号：
460100735800287，声明作废。
▲海南福联贸易有限公司遗失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国税）,证件号：
460100735800287，声明作废。
▲符煌狄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证 件 号 ：
460004196310300235A1，声 明
作废。
▲符煌狄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证 件 号 ：
46000419631030300235，声明作
废。
▲洪德鸿遗失毕业证，证件号：
95054P089，声明作废。
▲海南鼎恒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2-1），证件号：
460100000635540；组织机构代
码证副本，证件号：39579471-3，
声明作废。
▲中国邮电工会海口市邮政局委
员会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03971001，特此声明。
▲王震遗失身份证，证件号：
230502199312281512，声 明 作
废。
▲海口美兰新言小卖部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一本，注册号：
460108600319939，声明作废。
▲文昌五龙恒旺发展有限公司林
尤坚个人印鉴不慎遗失，声明作
废。
▲梁青遗失座落于海口市大英村
6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海
口市国用（2002）字第000077号，
特此声明。

▲佟佰遗失座落于海口市海甸岛
沿江三东路北侧32号丽花城B座
商住楼1509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证号：海口市国用（2009）字第
006543号，特此声明。
▲海口垚犇教育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一本，副本两本，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100MA5RCYMQ1P,特此
声明
▲海南九洲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遗失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发
票 代 码:4600161320，发 票 号:
01458797，声明作废
▲邢益伦遗失座落于大致坡镇琼
蛟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琼
山市国用（大致坡）字第0669号，
特此声明。
▲海南海上丝绸之路投资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2－1，
注册号 460000000255122，声明
作废。
▲保亭创艺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周少琨不慎遗失护士执业证书，
编号：201546002580，声明作废！
▲文昌椰海尚品假日酒店不慎遗
失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
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证号：文公
消安检许字〔2010〕第12号，声明
作废！
▲海口耶爱会议会展服务有限公
司公章于2016年9月14日遗失，
现声明作废！
▲牛晓光不慎遗失海南景业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清水湾3号1期
A- 50，购房收据 3 张，编号：
0003266（500000 元）、0003309
（1813054 元 ） 、 0004587
（2313054元），声明作废！
▲儋州华都商贸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税务登记证正本一本，证号：琼
国税登字460003620476157 号，
现特此声明.
▲海南绿川种苗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00040302，声明作废.
▲海南矿艺珠宝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合同专用章，现声明作废。

▲海口新城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
为:海口市国用（2011）第011134
号，特此声明。
▲海南地航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证号
为:46010076037518X，声 明 作
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供销合作联社
不慎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
B20469028014388904 特此声明
作废
▲海南灵觉广告传媒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一本，注册号为：
460100000740210声明作废
▲海口秀英鸿益教学设备商行遗
失税控盘一个声明作废
▲舒心遗失坐落于陵水县英州镇
清水湾旅游度假区碧海帆影A10
区1区新加坡低层A-11号,证号
为陵房权证陵水字第 20151425
号 ，声明作废。
▲万宁兴隆王序安电器城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文昌铺前米兰冷饮站不慎遗失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一 本 证 号 ：
460022197009095161，特此声明
作废。
▲临高县新盈镇龙兰村民委员会
遗失临高新盈信用社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410004470001，声明作
废。
▲澄迈县金江镇塘北村民委员会
大生美村村民小组遗失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10004078904，声
明作废。

▲澄迈县金江镇龙坡村民委员会
负责人李传锋遗失印鉴一枚，特此
声明。
▲文昌市潭牛镇潭牛村民委员会
不慎遗失文昌市潭牛农村信用合
作 社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08573301， 账 号
1005406300000189，特此声明作
废。
▲海南马到成功实业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副本号：2-
2），注册号：460200000207500，
声明作废。
▲海南原水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三亚润程商旅服务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60200000138761，声明作废。
▲三亚百盛实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 机 构 信 用 代 码 证 ，证 号:
G1046020100053230Z，声 明 作
废。
▲三亚百思得建筑装饰设计工程
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
明作废。
▲王明才遗失道路运输从业资格
证 ， 证 号 ；
4690280020011001181，现声明
作废。
▲庄曼不慎遗失安全员证书，证号
为:琼建人(安)20150000003，特
声明作废。
▲庄曼不慎遗失专职安全员证书，
证号为:琼建安审 c[2015]0148，
特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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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意大利中国电影节正在意北
部城市米兰举行。电影节主席、欧洲
时报文化传媒集团总裁张晓贝日前在
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本届电
影节将让更多的欧洲人通过电影了解
当代多元化发展的中国，也希望让中
国电影通过这个平台迈开“走出去”的
更大步伐。

谈到举办电影节的初衷，张晓贝
说，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少不了国民之
间的相互了解。文化是真正能够进入
人心、改变观念的软实力，能够拉近人
民之间的距离和感情，而电影以它通
俗易懂而又直观的形式成为文化交流
的最好载体之一。

张晓贝认为，中外文化传统、审美
视角、道德标准、社会结构等方面都有
很大差异，在沟通上很容易造成误解，
因此中国电影“走出去”一定要有更好
的筹划。而电影节是适合中国电影对
接意大利和欧洲的一种很好方式，可
以把符合现代中国情况、更有现实意
义的电影推向国外观众。

本届电影节经历了近半年时间的
筹备，历经选片、组建评审委员会、活
动策划和组织实施阶段。“在这一过程
中我们确实遇上了不少困难，”张晓贝
说，“外界对活动的初衷、目的和成效
都不了解，对此都抱着一种观望的心
态，包括组织片源也不是特别顺利，起

步还是比较艰难的。”
在人手短缺、经费有限的情况下，

张晓贝选择静下心来，好好做内容。
他认为：“电影节的实质不应仅是明星
荟萃盛宴、豪华红毯走秀，它的本义是
电影作品的交流、多元思想的碰撞与
文化融合的传播。”

过去，中国在海外有三大标志性
符号，“中医”“中餐”和“武侠片”。本
届电影节希望让海外观众在武侠片之
外看到更多中国艺术片和商业片。

张晓贝解释说，之所以选择纳入艺
术片是为了让观众了解中国电影的专
业艺术水平，同时为了“更接地气”，适
应外国观众的口味，吸引他们来观影。

另外，选片也会兼顾制作精良的商业片。
本届电影节有独特的选片标准：

首先是选择“新片”，及时把中国观众
喜爱的电影带给西方观众；其次是更
加关注现实题材作品；第三是把部分
西方观众不熟悉的编剧、导演、演员推
介给他们，同时也会选一些未来在欧
洲有商业发行潜力的作品。

此外，本届电影节评审委员会的
组成十分多样化，既有中意两国电影
界的专业从业人员、教育界人士，也有
资深媒体人和影评人。张晓贝表示，
这样的评委团队主要是为了让电影节
的最终评选结果既要体现中国的声
音，也不能脱离意大利观众的口味，同

时还要保证影响力和权威性。
张晓贝回忆说，自己上世纪90年

代来到欧洲，那时电影院基本没有中
国电影，而现在国外影院播放的也大
多是西方选择的中国电影。因此，在
谈到对意大利中国电影节的愿景时，
他表示希望电影节能够以此为出发
点，培养一批能够定期播放中国电影
的院线和一批爱看中国电影的外国观
众，进一步推动外国观众了解当代中
国，激起他们探知和学习中国文化的
热情，电影节也可以因此做出品牌，在
海外打出中国电影的影响力。

记者 罗娜
（新华社米兰9月18日电）

■ 冯巍

安妮宝贝的小说《七月与安生》终
于拍成电影上映了，虽然它给人的印
象还是青春片，但这部电影却因在爱
情之外从来没让友情下线，因而使得
这部青春片的亮点更加凸显。

以往看到的青春片，主人公总是
被拍得很叛逆的样子，不是跟父母闹
决裂，就是跟同学朋友闹别扭，恋爱是
必不可少的主菜，但基本都陷入三角
恋，有的还夹杂着怀孕、坠胎甚至意外
死亡，显得非常套路化。

表面上看，《七月与安生》也是一
个三角恋故事，但为这个故事奠定人
物关系基础的，却是七月与安生这对
好闺蜜近 20 年时间里坚不可摧的友
情，只有在她们友情之外的那个男孩
出现以后，闺蜜间才真正爆发出矛盾，

甚至连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都有所改
变。然而不管她们怎么闹矛盾，早已
深埋心底的友情，却让她们彼此之间
仍然相依相偎，这就是《七月与安生》
最打动观众的地方。

也许有人会说，当友情碰到爱
情，一般都是爱情战胜友情，因为人
在感情方面比较自私一些，为了爱情
宁可牺牲友情。然而这只说对了事
情的一半。《七月与安生》就让影迷看
到了事情的另一半——因为有了深
厚的友情，即使有人伤害了你，你也
未必一定会抛弃友情。正是在这样
的“情”感故事里，电影《七月与安生》
完成了对爱情、友谊和青春成长的描
写，也以细腻的笔触触及到了每一个
观众的内心。

其实，即使是青春片的市场已然
降温，但是拍出新意和深刻思想的青
春片，还是能闪发出耀眼的光芒的。

《七月与安生》就因浓浓的友情之光点
亮了这部影片。

友情点亮了这部青春片

“919”乐迷狂欢夜今直播

本报讯 “919”这个继“双11”、“618”之后
的特殊购物日又来了，9月19日晚，由江苏卫
视联合乐视视频举办的“919乐迷狂欢夜”将在
北京直播。

19日当晚，江苏卫视将通过荧屏向全球直
播晚会盛况，而这场云集当红明星歌手与人气
奥运选手的“狂欢夜”，不仅将成为一场文体联
欢的盛宴，也将以“电视＋电商”强强联手的形
式，撬动新一轮商业奇迹。

据悉，参与这场文体联欢盛宴的明星阵容
强大，李宇春、蔡依林、陈伟霆、韩红、林志玲、郭
敬明、华晨宇、林志颖、大张伟、周笔畅、郎平、刘
国梁、马龙、张继科、傅园慧、吴敏霞、徐佳莹、
李斯丹妮、艾菲等都将齐聚狂欢夜。 （欣欣）

《胭脂》将登东方卫视

本报讯 由徐纪周导演，赵丽颖、陆毅、陶
昕然、袁文康等领衔主演的电视剧《胭脂》，将于
9月27日登陆东方卫视梦想剧场，每晚7时30
分两集连播。

《胭脂》的故事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上海，银
行世家出身的大小姐蓝胭脂（赵丽颖饰）对特工
这一职业充满向往，并误打误撞结识了集三重
身份于一身的神秘间谍周宇浩（陆毅饰），两人
从亦敌亦友的关系被迫伪装成情侣，最终彼此
暗生情愫，协同抗战杀敌，维护国家大义。

人气与实力兼具的赵丽颖，和出道多年的演
技担当陆毅强强联合演出谍战大剧，势必将在今
年秋天的电视荧屏上吹起一股暖风。 （欣欣）

黄渤转型幕后现新动作

本报讯 由星皓影业出品及制作的奇幻爱
情喜剧片《西游记》系列第三部《西游记·女儿
国》将于11月开拍，片方日前发消息称，黄渤也
转型成了该片出品人之一。

继推出《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两部卖
座大片后，《西游记》系列电影进入成熟期，此次
开拍《女儿国》并邀黄渤任出品人，使得该片未
开机便吸引了影迷眼球。

黄渤近年逐渐将目光转向幕后，今年6月
上海国际电影节举办期间，黄渤发起“HB+U”
新导演助力计划，希望向全社会选拔优秀新导演
打造优秀类型片，这次担任《女儿国》联合出品
人，让其转型之后的新动作有迹可循。（欣欣）

灯笼椒

意大利中国电影节主席张晓贝——

通过电影让欧洲人了解中国

本报海口9月18日讯（记者卫
小林）由英国、法国、美国联合拍摄的
反恐动作大片《巴黎危机》，将采取不
同于以往的发行方式——不选择周
末而是选择周二上映，记者今天从海
南院线业内获悉，为让影迷提前欣赏
到片中精彩内容，该片将于19日深
夜在海南院线点映。

据介绍，该片由法国第4电视台
出品，英国著名导演詹姆斯·瓦特金
斯执导，英国男星、《环太平洋》主演
伊德瑞斯·艾尔巴和好莱坞男星、《权
力的游戏》男主演理查德·马登领衔
主演，法国电视明星夏洛特·莱本和
英国女星凯利·蕾莉联合主演，中国
电影集团公司引进，中国电影股份有
限公司、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联合发行。

记者了解到，该片讲述一名执行
卧底任务的美国中情局特工接到了
一个新任务：调查一个年轻的美国职
业骗子，因为这人可能会让美国官方

遭受恐怖袭击巴黎的错误指控。但
随着巴黎恐怖袭击的升级，特工意识
到这位年轻人是无辜的，但他又是找
到幕后真凶的唯一线索，于是，中情
局特工与聪明小偷组成搭档，一起揭
露并破获了这起阴谋大案。

作为一部反恐大片，再现恐怖分
子袭击巴黎这样的大城市的大场面

自然成了影片最大的亮点。片中以
新闻播报的形式真实再现了恐怖分
子炸弹袭击城市后的惊悚场面。巴
黎街头的残垣断壁、伤亡惨重的无辜
市民、人心惶惶的社会治安，以及面
对恐怖分子在视频直播中的袭击警
告，整个巴黎都陷入了极度恐慌的危
险境地。

反恐大片《巴黎危机》今晚点映

《巴黎危机》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