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娱乐新闻 2016年9月21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黄娟 主编：卫小林 美编：孙发强B05 综合

灯笼椒

送达股东会决议公告
詹仁声先生：

海南文昌亿利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按刊登在2016
年8月30日《海南日报》第A08版的《召开股东会议的通知》及
《回复函》要求，公司依照《公司法》、《海南文昌亿利置业有限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如期于2016年9月19日上午9点至12点在
海口市国贸路新达商务大厦608房会议室召开了股东会，现将
参会股东同意并已签字生效的股东会决议的主要内容公告送
达：1、确认了2016年6月以前的公司财务状况；2、为确保公司后
续经营发展，同意按股东的股份比例弥补亏损及承担负债，按目
前你的持股比例，应弥补公司亏损及承担负债之和为
3858186.84元人民币，应于2016年10月20日前注入公司账户；
3、违反决议逾期注入者，按未注入资金的每日千分之一向已执
行决议的股东支付赔偿金；4、有关本决议发生的诉讼由海口市
辖区内人民法院管辖。

本次股东会决议及相关资料保存于公司办公室，请及时联系
陈主任索取，电话0898-68511684；13976099416。逾期自误。

特此公告。
海南文昌亿利置业有限公司

二0一六年九月二十日

海南海钢集团有限公司选取招投标代理公司公告
海南海钢集团有限公司拟建立招投标代理公司备选库，现诚邀

广大招投标代理公司前来参与。一、选取要求：单位地点在海南省或
在海南省设立有分公司；具备工程招标代理甲级、中央投资招标代理
乙级及以上资质；注册资金达1000万及以上；近3年（2013年至今）
不存有违规、违法等不良记录；2013年至今，招标代理过海南省内的
建设工程项目单项合同累计金额为3000万元以上；具有中级及以上
职称的专职人员不少于20人，其中具有工程建设类注册执业资格人
员不少于10人（其中注册造价工程师不少于5人），从事工程招标代
理业务3年以上的人员不少于10人。技术经济负责人为本机构专职
人员，具有10年以上从事工程管理经验，具有高级技术经济职称和
工程建设类注册执业资格；提供招标代理方案及代理服务取费承
诺。以上资料收盖公章复印件，有意参与者请于2016年9月30日下
班前（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8：30时至11：30时，
下午3：00时至5：30时（北京时间），在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海南海
钢集团有限公司经营发展部递交资料。

联系人：蔡工 电话：0898-26605387

债权债务申报登记公告
海南佰润置业有限公司拟定对公司的股权进行转让变更，现请

各方债权人（包括但不限于机关、团体、法人、自然人以及其他经济组
织等）向海南佰润置业有限公司进行申报登记。现就有关债权债务
申报登记事项公告如下：一、申报登记时间：2016 年09月21日至
2016年11月04日，共计45日。二、申报登记的债权债务范围：申报
人在本公告发出之日前与海南佰润置业有限公司所有债权债务关
系。三、申报所需提交资料：1、申报债权时，请提供包括但不限于：
《工商营业执照》和《组织机构代码证》及债权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2、有效债权、债务凭证,包括借条、欠条、收据、发票、合同、工程
结算欠款凭据、银行进账等具有执行力的法律文书及相关资料（原件
及复印件）。3、对申报债权有抵押、担保和连带责任等情况的，还应
当书面说明，并提交有关凭据。四、申报登记地点：海南省海口市海
秀东路 38 号。五、申报登记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办公电话：
13687551111联系人：刘先生。六、注意事项：债权人如果在本公告
注明的申报登记期限内未进行债权申报登记，则自公告期满日当日
24：00止，视为债权人放弃对海南佰润置业有限公司所享有的债权，
该放弃权利的债权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向股权变更后的海南佰润置业
有限公司及其公司股东主张任何权利。

海南佰润置业有限公司
2016年09月21日

白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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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国土资让告字[2016]06号

经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白沙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4幅地块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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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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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可单独申请，也可联合申请，
竞买人属联合购买的，须出具联合各方共同体签署的合作协议。属境
外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需提供境外公证部门的公证书及法
律规定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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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竞买人可多次报价竞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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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1日至2016年10月18日到白沙黎族自治县
牙叉镇桥南路17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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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黎族自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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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参加竞买。

五、申请人可于2016年 9月21日至2016年10月18日到白沙黎
族自治县牙叉镇桥南路17号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保证金的截
止时间为2016年10月18日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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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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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楼省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土地交易大厅进行。地块挂牌时间为：2016-BSYC-
02地块：2016年 10月11日09时00分至2016年10月20日16时00

分；2015-BSYC-07地块：2016年 10月11日09时00分至2016年
10月20日16时00分；2016-BSYC-10地块：2016年 10月11日09
时 00分至 2016年 10月 20日 16时 00分；2015-BSBX-14地块：
2016年 10月11日09时00分至2016年10月20日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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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宗地内部
现状条件挂牌出让；2、宗地用途为公告用途；3、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
交确认书》，并在30日内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合同》，按《国
有建设用地出让合同》约定开工，涉及水务、绿化、卫生、环境保护，消防
安全、交通管理和设计施工等应符合国家、海南省的有关规定。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帐户：联系地址：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桥南
路17号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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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吴清波；联系电话：0898-27722672 、65303602；查询网
址：http://www.ggzy.hi.gov.cn；http://www.hnlmmarket.com/

开户单位：白沙黎族自治县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开户银行：工
行白沙黎族自治县支行；银行账号：2201027309200008724。

白沙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
2016 年9月20日

土地位置

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牙叉中路北侧
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环城路南侧
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南湖西路南侧

白沙黎族自治县邦溪镇海榆西线公路南侧

地块编号

2016-BSYC-02
2015-BSYC-07
2016-BSYC-10
2015-BSBX-14

土地面积（m2）

153.8
8740
1430
4084

土地用途

其他商服用地
科教用地

其他商服用地
其他商服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50年
40年
40年

容积率
R≤2.5
R≤0.7
R≤1.2
R≤2.0

建筑密度
≤35%
≤25%
≤30%
≤35%

绿地率
-

≥40%
-

≥25%

限高（米）
≤30
≤24
≤24
≤30

起始价
（万元）

28
367
126
43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28
367
126
430

规划指标要求

海南宝恒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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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公司对以下涉案财产进行公开拍卖：位于儋
州市东成镇大坡村委会丝皮根村深沙景地460亩土地承包经营权（不
包含该土地上所种植的香蕉），参考价：258.6383万元，竞买保证金
50万元。现将第三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6年
10月12日10:00；2、拍卖地点：海口市滨海大道123号鸿联商务广场
3层拍卖厅；3、标的展示咨询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
2016年10月11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4、收取竞买
保证金时间：以2016年10月10 日17:00前到账为准；5、收取竞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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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1009454890000554；6、缴款用途须填明：竞
买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标的按现状拍
卖，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拍卖机构电话：0898-
68538825 18976947136；法院监督电话：0898-66501619

海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6）海南二中法技委拍字第005、006号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省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公司对下列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第三次
公开拍卖：1、位于海南省海口市府城镇凤翔路凤翔经济适用住宅小区A
栋18层1185号房产（房产证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089502
号），建筑面积：179m2。参考价：50.0383万元，竞买保证金：15万元。
2、位于海南省东方市八所镇九龙路东方市委党校宿舍4幢01号房，建
筑面积：110m2。参考价：37.9363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现将拍
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6年10月13日上午10:00。2、
拍卖地点：本公司拍卖大厅。3、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
报之日起至2016年10月12日17：00止。4、缴纳保证金时间：以2016
年10月11日12时前到账为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
第 二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开 户 行 ：工 行 儋 州 中 兴 支 行 ；账 号 ：
2201031229826405990。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标的1须注明（2016）
海南二中法技委拍字第005号；标的2须注明（2016）海南二中法技委拍
字第006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纳。7、标的情况说明：以上标的
按现状进行拍卖，产权过户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相关税、费按国家
规定各自承担；标的2只拍卖该房产的70%产权。拍卖公司地址：海口
市龙昆北路 38 号华银大厦 1419 室，联系电话：0898-31981199
13322006990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23882950

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2016）海南二中法技委拍字第011号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省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司对下列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第二次公
开拍卖：型号为CG955的成工牌轮式装载机一辆。参考价：7.84万
元，竞买保证金：2万元。现将拍卖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6
年10月11日上午10：00。2、拍卖地点：本公司拍卖大厅。3、标的展
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10月10日17：00
止。4、缴纳保证金时间：以2016年10月9日17时前到账为准。5、收
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工行儋州
中兴支行；账号：2201 0312 2982 6405 990。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
（2016）海南二中法技委拍字第011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
纳）。7、标的情况说明：标的按现状进行拍卖，过户手续由买受人自行
办理，相关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拍卖公司地址：海口市义龙西
路 36 号 钟 山 大 厦 A 座 303 室 ，联系电话：0898- 66533938
18689521478；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23882950

联合拍卖公告
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委托，定于2016年9

月29日10：00在海南盘龙企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净价联合
公开拍卖：1、海南省五指山市人民法院（2003）五法执提字第3号《民事裁定
书》项下五指山市海榆北路土地权益(位于五指山市海榆北路五指山国旅宾
馆假日酒店南侧），竞买保证金：25万元。2、原海口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1997）海新法执字第435号民事裁定书项下权益-海口市琼山区府城城东
管区洋上村38号房产（现门牌为博雅路209号），建筑面积：656.38M2，竞买
保证金：50万元。以下人员不得竞买上述资产：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
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
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拍卖标的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
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与参与
拍卖标的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
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标的展示
日期：自见报之日起至9月28日止；办理竞买手续截止时间：2016年9月28
日16:00前（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主拍单位：海南盘龙企业拍卖有限责
任公司；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2号珠江广场帝豪大厦903室；电话：0898-
68581785 13707561158；协拍单位：海南金鼎拍卖有限公司；地址：海口市
滨海新村 588 号海景湾大厦主楼 20 层；电话：0898- 36326216
13006080999；委 托 方 监 督 电 话 ：0898- 68667315 68650464
68663524 68510270；委托方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
17、18层；财政部驻海南专员办监督电话：0898-66719286 66713686

招标公告
海口市龙华区城西中学学生宿舍和食堂项目；建设规模：位于龙华

区城西镇城西中学校内。建设1栋地上2层高的学生宿舍和食堂综合
楼，工期180日历天。招标范围：土建及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具体内容
详见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叁级及以上资质，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建筑工程专业贰级或以上
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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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6年
9月21日至2016年10月12日从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网（www.hk-
cein.com）下载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每套售卖500元（售后不退）。递交
投标文件截止时间2016年 10月 13 日8时30分，地点：海口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开评标会议室（海口市海甸五西路28号建安大厦附楼会议
室）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海南省招标投标
监管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日报。招标人：海口市城西中学，联系
人：尹先生,电话：0898-66982258；招标代理机构：海南中梁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联系人：周先生,电话：0898-32939836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税务文书送达公告
（琼地税一稽公〔2016〕19号）

海南海世界旅行社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码：460100693150684

事由：你公司在规定期限内未履行已经生效的《海南省地方
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书》（琼地税一稽处〔2015〕20
号）应纳税款15,399,180.26元、滞纳金2,888,738.02元，共计
18,287,918.28元，也不提供相应的纳税担保。

因你公司不在注册地办公，采取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你公
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
六条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阻止出境决定书》（琼地税一稽税阻〔2016〕 8号），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附件：《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第一稽查局阻止出境决定书》（琼
地税一稽税阻〔2016〕8号）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6年9月21日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阻止出境决定书
琼地税一稽税阻〔2016〕8号

海南海世界旅行社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码：460100693150684

因你公司未按规定结清应纳的税款、滞纳金，又不提供纳税
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四条规定，
本局决定并通知出入境管理机关于2016年9月15日起阻止你
公司法定代表人江尉出境。

你公司对本决定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如对本决定不服，可
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6年9月21日

■ 冯巍

看《反贪风暴 2》之前，我的感觉
是很迷茫，因为第一部就已经平庸了，
第二部能有惊喜吗？没想到第二部更
平庸，这让我想到这个系列电影未来
的命运——恐怕真的难以为继——拍
不了《反贪风暴3》了。

那么，《反贪风暴 2》平庸的症结
主要在哪？我认为还是故事编得太
牵强。

一桩贪污案延伸出一桩命案，故
事性显然不够吸睛，于是编导便强行
植入其他诸多元素。也许有人会反驳
我的观点，认为《反贪风暴 2》如果不
够精彩，怎么可能夺得中秋档全国票
房亚军呢？

这其实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香港影人对电影的商业属性比内地影
人认识得更清楚，即对观众喜好的脉

搏号得更精准。不管题材如何，故事
怎样，他们都能通过导演手段或者后
期途径，把一部本不精彩的电影拍得
比内地影人的更“好看”。比如《反贪
风暴2》中的动作戏就够精彩，足以让
影迷看得眼花缭乱。也正因为如此，
很多人才会在看完香港电影后产生
一种观后感——好看是好看，但还是
觉得无聊。

事实上，《反贪风暴 2》可谓这些
无聊电影的代表，它具备了一部电
影“好看”的众多元素，比如追逐戏
畅快过瘾，打斗戏拳拳到肉，枪战戏
血肉横飞，但故事本身牵强，并没有
把这些元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
而形成了一个杂乱堆砌的印象，所
以观众虽然选择看了，但最后评价
还是不高。

让人震惊的是，《反贪风暴 2》
的片尾又留了个彩蛋，说明它还有
拍第三部的计划。我的天，照此等
剧情，如果开拍第三部，该编得更
离谱了吧？

《隔离岛》定档“双11”

本报讯 由张一山、丁丁、朱泳腾、海波领
衔主演的青春冒险电影《隔离岛》日前首次曝光
海报，宣布该片正式定档11月11日“双11”。

据介绍，这部影片也是张一山在《余罪》之
后，延续其黑色硬朗的“小肌肉”戏路，再度出演
准警察角色。

在《隔离岛》中，张一山饰演的警校学生与
丁丁饰演的女友踏上一座孤岛开展毕业旅行，
却由此卷入一场离奇旧案。海报中，张一山展
现“小肌肉”魅力裸背，四条铁栏杆代表“双11”
档期，将张一山“完全隔离”，而画面黑白对比强
烈的视觉元素，更是将“余罪未了、探岛摸凶”的
宣传语展现得淋漓尽致。 （欣欣）

沙溢加盟《爸爸4》

本报讯 继田亮回归《爸爸去哪儿》第四季
（简称《爸爸4》）后，节目组近日公布了第二位
加盟明星，他就是《武林外传》里搞笑白展堂的
扮演者沙溢，这一次，他将带着5岁的大儿子安
吉参与节目录制。

与沙溢一起参加《爸爸4》录制的安吉继承
了父母的高颜值，笑起来弯弯的眉眼，还有肉嘟
嘟的脸颊，高颜值正太形象相当讨人喜欢。同
时，他的搞笑功力也初见端倪，在沙溢微博中常
见他有各种古灵精怪的可爱表情，呆萌又好玩。

小亮仔和安吉的加盟，让《爸爸4》的萌娃曝
光了两位，还有哪些萌娃将与爸爸一起度过开心
旅程呢？《爸爸4》10月份播出后揭晓。 （欣欣）

霍政谚反派角色引吐槽

本报讯 由毛卫宁执导的抗战大剧《怒火
英雄》正在江苏卫视热播。与过往抗战剧不同，
该剧将矛盾焦点集中在袁帅（王雷饰）和袁也
（霍政谚饰）这对亲兄弟身上，尤其是袁也竟然
堕落成不折不扣的反派人物的剧情，竟然引发
了观众的集体吐槽。

袁也在剧中“忘恩负义”“卖国求荣”“大汉
奸”的行为，竟然成了演员的标签，观众甚至跑
到扮演者霍政谚的微博里吐槽。不过，霍政谚
本人倒显得颇为淡定，屡次出演反派的他甚至
早已习以为常。“没什么啊，说明我演得好嘛！
观众的谩骂都不是冲我来的，是冲袁也，我有啥
好不开心的？”霍政谚说。 （欣欣）

本报海口 9月 20 日讯 （记者
卫小林）日本动画电影《樱桃小丸
子》终于引进我国影院了，记者今
天从海南院线业内获悉，该系列电
影第三部《樱桃小丸子·来自意大
利的少年》，将于 9月 23日进入我
省院线公映。

据介绍，我国90后观众都非常
熟悉日本电视动画片《樱桃小丸子》，
因为上世纪90年代引进该片播出
后，就在当时的中国少儿中形成了一
股“小丸子热”，不少女孩子还留了很
长时间的“小丸子头”。而该电视动
画片至今仍在日本播出，到2013年
时已超过了1000集，成为日本男女
老少心目中的国民动画片。但在影
院里放映的动画电影《樱桃小丸子》，
这一部还是第一次引进放映，该片也
是《樱桃小丸子》为纪念在日本富士
电视台连续热播25周年而特别制作
的第三部动画电影。

记者了解到，动画电影《樱桃小
丸子·来自意大利的少年》由漫画原

作者三浦美纪编剧，讲述了一个全新
的故事：来自英国、中国、美国等6个
国家的小孩子去拜访樱桃小丸子的
家乡清水市，并寄宿在小丸子和同学
家里。为了拓展大家的视野，小丸子
将带领他们去东京和大阪旅行。小

丸子也首度离开家乡，没有了家庭的
保护，她与小伙伴们发挥聪明才智，
用坚韧的毅力完成了旅行，也收获了
成长。旅行过程中，来自意大利的一
个小孩子安德烈喜欢上小丸子并向
她表了白。

新华社上海9月20日电（记者
许晓青）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络
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罗建辉20日在
上海表示，据统计，2015年全国备案
上线的网络剧同比增长7.7倍，全网
播出的网络大电影超过500部，2016
年预计将超过2000部。

罗建辉在上海举行的“第八届中
国网络视听产业论坛”上作主旨演讲
时指出，目前中国网络视听新媒体发
展呈现三大特征，一是传统媒体正在
加速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成为网络
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二是网络
视听产业规模持续快速增长，成为新

媒体产业新的增长点；三是网络视听
创作生产日益活跃，节目产量快速攀
升，节目品质逐步提升。

今年8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
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
年 6月，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
5.14 亿 ，较 2015 年 底 增 加 1000
万。其中，手机网络视频用户规模
为4.4亿。

罗建辉分析，与日益增长的网络
视听需求相呼应，已经涌现出一批内
涵深刻、制作精良、弘扬主旋律、传递
正能量的网络视听优秀原创作品。
下一步，总局和行业协会将继续举办

网络原创视听节目推优活动，同时完
善知识产权保护、人才培养等相关措
施，弘扬打造网络视听文艺精品的

“工匠精神”。
“第八届中国网络视听产业论

坛”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上
海市政府主办，同期举办的“2016
年上海网络视听季”将持续至 25
日，活动包括视听产业前沿论坛、
媒体融合论坛，聚焦原创内容、网
络剧、网络综艺、二次元、虚拟现实
（VR）、互联网体育等主题的行业
沙龙，以及网友参与互动的“土豆
映像季”等。

今年将播网络大电影超过2000部
预计比去年增加1500部

一平再平就难以为继了 动画电影《樱桃小丸子》周五上映

小丸子（右二）向意大利少年安德烈（右一）介绍日本风光

2015年全网播出网络大电影超过500部

2016年全网播出网络大电影预计超2000部

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5.14亿
较2015年底增加1000万
其中，手机网络视频用 户规模4.4亿

截至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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