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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开发银行）
作为政府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和我国中长期投融资主力银行，
是我国的开发性金融机构，通过开展中长期信贷与投资等金
融业务，以市场化方式服务国家战略，支持经济社会发展。
国家开发银行始终秉承开门办行、民主办行的宗旨，努力实
现“阳光投资”，建设“阳光工程”。自2006年8月成立“审计
举报办公室”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公开受理来自社会各界的
监督举报，取得了良好效果,为加强风险防范，履行社会责
任，共建健康企业、健康市场、健康金融发挥了积极作用。

国家开发银行在此重申：
热忱欢迎社会各界对国家开发银行资产安全进行监督，

对危害或可能危害国家、地方、公众及国家开发银行利益的
行为进行举报。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监督范围
与国家开发银行资产相关的项目法人及组织，包括国家

开发银行的贷款项目及客户，为国家开发银行贷款提供各类
担保的客户，以及国家开发银行的管理资产所涉及的其他客
户等。

二、监督内容
（一）利用虚假的经营信息及申报材料骗取国家开发银

行贷款的行为。企业以不真实或虚假的资产、负债、损益信
息及其他申报材料信息恶意虚假包装，以骗取国家开发银行
贷款的行为。

（二）挪用、挤占、侵占国家开发银行信贷资金的行为。
借款人或用款人违反合同约定，擅自将项目贷款资金挪作他
用，或非法占用、私分和转移，或造成重大损失和浪费，以及
有其他违法违规使用行为等。

（三）恶意拖欠贷款本息或悬空国家开发银行债务的行
为。企业有钱不还，或借资产重组、改制等重大经营事件，转
移和抽逃资金，逃避和悬空债务，以及其他有意、故意、恶意

逃废债的行为等。
（四）侵害国家开发银行投资权益等其他危害国家开发

银行资产安全的行为。
三、举报方式
社会各界人士如发现上述情况，可采用书信、来访、电话

等形式，随时向国家开发银行反映或举报。反映或举报内容
尽可能详细具体，实事求是，不主观臆测。反映或举报可以
署名或匿名。为便于了解更详细的情况，反馈有关调查处理
情况，鼓励举报人署真实姓名并留下联系方式。国家开发银
行承诺对举报人身份严格保密。

四、奖励
经调查，举报情况属实，且避免或挽回国家开发银行资

产损失的，国家开发银行将视具体情况对举报人给予一定的
奖励。

五、受理联系方式
1.总行
举报受理或来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6号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举报办公室（邮编：
100032）

电话：010-68333171
2.分行
举报受理或来信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长怡陆甲1

号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审计举报办公室
（邮编：570311）

电话：010-68728685
传真：010-68550178
六、此公告由国家开发银行解释，相关内容已在国家开

发银行网站上予以公布。
特此公告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2016年10月12日

关于受理社会各界对
国家开发银行资产安全监督举报的

公 告

受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定于2016年10月28日下午
3：30在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大厅（海口市国兴大道9
号会展楼二楼）对以下标的按现状第一次公开拍卖，现公告如下：一、拍
卖标的：被执行人中国海南和平公学清算组所有的位于文昌市昌洒镇宋
庆龄管理区宋氏祖居公路北侧的面积为60866.67平米、证号为文国用
（98）字第1600293号的一处国有土地使用权，以及建筑面积为9632.84
平方米、房屋权证为：文房字第30067号、第30068号、第30069号的三
栋楼舍。拍卖参考价：2424.2364万元；竞买保证金：500万元。瑕疵说
明：有较大面积危楼需拆，部分建筑楼舍需翻修。特别说明：标的均以现
状、整体拍卖，过户相关税费依照法律规定由双方各自承担。二、标的展
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10月26日10：00止。三、竞买登记手续办理：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10月26日17：00前到我司或海南产权交易所
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帐为准。交纳保证金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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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
号：1009689400000122。缴款用途处需填明：按顺序填写竞买人姓名
或名称、（2016）海南一中法拍字第80号竞买保证金。拍卖单位：海南长
江拍卖有限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47号港澳申亚大厦2003室；联
系电话：31982239 13807593991；海南省产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
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咨询电话：66558034孙女士；报名电
话：66558023徐女士；法院监督电话：65301058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6)海南一中法拍字第80号

海南大学是国家重点建设的“211工程”大学，也是海南省公共

管理硕士（MPA）重点培养单位。根据招生计划，2017年我校拟招

收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研究生150名，其中非全日制110

名，全日制40名。专业代码为：125200。

报名条件：大学本科毕业3年或大专毕业5年及以上者。

报名方法和程序：1.网上报名：2016年10月10日-31日每天9:

00-22:00。报名网址:http://yz.chsi.com.cn 或 http://yz.chsi.

cn 2.现场确认时间地点、打印准考证日期：以网上报名规定为准。3.

考试时间：2016年12月24-25日。

初试科目与复试科目：初试：1.英语二 2.管理类联考综合；复试：

思想政治理论

联系方式：电话及传真：（0898）66292663 网址http://www.

hainu.edu.cn/mpa 邮箱E-mail:hainumpa@sina.com

海南大学MPA教育中心地址：海南大学社科群楼A栋A110室

2017年海南大学公共管理硕士
(MPA)招生简章

《说做就做》即将开播
本报讯 由湖南卫视、华录百纳、蓝色火焰

联合出品的大型结构式综艺节目《来吧，说做就
做》即将登陆湖南卫视开播。

节目组近日曝光一组剧照，画面中的包贝尔
秒变“大龄儿童”，在沙滩上深陷沙堆“难以自
拔”。而素有“硬汉担当”的段博文勇闯荒岛沙地，
开启“狂奔模式”，完全颠覆了以往的硬汉形象。

除包贝尔、段博文外，集结齐后将总共有6
位热血兄弟登上节目，6人间的疯狂PK，将给
观众带来更多爆笑趣事。 （欣欣）

孟非昆凌加盟《孩子》
本报讯 10月9日，网络综艺节目《了不

起的孩子》（简称《孩子》）曝光两款预告片和海
报，宣布由孟非和昆凌加盟共同主持的这档脱
口秀，将于10月15日在爱奇艺独家上线。

该节目由爱奇艺和远景影视联合出品，是
一档儿童才艺展示脱口秀节目，名主持孟非和
天王嫂昆凌既担任主持人，又化身孩子王，与这
些萌娃们互动时波折不断，让人捧腹大笑。

在10月9日发布的预告片里，孟非就在节
目中经常被这些熊孩子狂虐，而昆凌则成了孟
非的“救命恩人”，每逢孟非尴尬无助时，昆凌都
像女神降临一般化解了危机。 （欣欣）

《湄公河行动》票房破7亿
创下华语警匪片新纪录

本报海口10月11日讯（记者卫小林）国
庆前至今一直热映的警匪动作片《湄公河行动》
再传捷报，记者今天从片方博纳影业集团海南
办获悉，截至昨晚放映结束，该片全国票房累计
突破7亿元，一举创下华语警匪片票房新纪录。

据介绍，该片9月30日在海南与全国同步
公映后，票房低开高走，当天全国票房只排位季
军，但到10月2日就冲上亚军位置，10月4日
一举占领冠军宝座后，至今无其他影片超越，而
且这8天里该片在票房收入、排片占比和上座
率三大指标上均保持第一，受到央视、人民日报
等中央媒体高度肯定。

记者了解到，此前华语警匪片的票房纪录
一直在3亿元上下浮动，今年这一局面得到改
观，7月8日上映的《寒战2》全国票房达6.7亿
元，8月11日上映的《使徒行者》票房达6亿元，
《湄公河行动》上映11天全国票房7.1亿元，已
经创下华语警匪片票房新纪录。

■ 冯巍

国庆档期放映的纪录电影《地球
四季》，虽然只有0.3%的排片率，但不
少影迷还是选择了观看，这固然可
喜，但从影迷口碑中能感受到，有人对
片中黄晓明的配音不“感冒”，也有人
对导演雅克·贝汉的说教不喜欢。笔
者认为，这些挑剔的“缺点”与影片的
优点相比，真可谓瑕不掩瑜。

首先，导演雅克·贝汉是纪录电影
大师，他执导的纪录片《海洋》赢得过
史上票房最高纪录片的美誉，他过去
执导的《微观世界》《喜马拉雅》《迁徙
的鸟》，无不让影迷称赞有加，甚至连
圈内人也视为经典。《地球四季》作为
他的“自然三部曲系列”完结篇，保持
了前两部——《迁徙的鸟》和《海洋》
的影像水准。该片通过七次季节轮

回变化里拍摄的大量珍贵镜头，完美
地展现了地球温带自然界里人、动物
与地球的相互关系，很多镜头都是难
得一见的，完全值得珍视。

其次，雅克·贝汉从不通过猎奇镜
头去抓观众的眼球，而是一如既往地
通过对大自然与人类关系的深层次思
考，来实现纪录片应该具有的思想性
与观赏性统一的创作要求。虽然影片
后半部分对人和环境关系探讨的旁白
确实有失直白，但总体上还是以画面
为主的，他用画面体现出了森林兴衰、
人进兽退的生态困局，这其实是为观
众着想的。因为观众需要简单直接的
交待，如同故事片要交待清谁是幕后
真凶一样，没有结果就不算完美。

再次，明知拍纪录片不如拍故事
片有市场，可雅克·贝汉一心扑在这条
荆棘丛生的创作道路上，其职业操守
和良苦用心不是更值得敬佩吗！所
以，对于《地球四季》这样优秀的纪录
片，苛求不如多鼓励来得更好些。

应给《地球四季》多鼓励

据新华社长春 10 月 11 日电
（记者刘硕 许畅）11日晚，第13届中
国长春电影节在吉林长春开幕。

本届电影节共征集到参赛参展
影片200余部，经过初选，《烈日灼
心》《老阿姨》《夏洛特烦恼》《百鸟朝

凤》《大唐玄奘》等15部影片入围，参
与角逐“金鹿奖”最佳华语故事片、最
佳导演等10个奖项，评奖结果将于
15日在闭幕式上揭晓。

战争动作电影《勇士》担纲本届
电影节开幕影片。该片以红军长征

途中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史实
为原型，打造“最燃”长征题材影片。

中国长春电影节创办于1992年，
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吉林省人民
政府、长春市人民政府主办，是我国第
一个以城市命名的国家级电影节。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 通讯员陈
丹丹 张乐）10月20日-23日，海口
观澜湖世界明星高尔夫球赛即将开
赛，届时，冯小刚、王志文和道格拉斯
三位影帝将汇聚海口PK球艺。

今年领衔中国内地影视明星阵
容的，是冯小刚、何平和王志文。其
中，冯小刚和王志文这两位业余高球

好手均是连续四届出战，两人也分别
是2014年和2012年明星赛团体赛
冠军得主。而且冯小刚与何平一样，
虽是电影导演出身，但他今年却凭电
影《老炮儿》荣获金马奖影帝，这使他
与王志文一样成了表演艺术家。

领衔好莱坞明星阵容的，是奥斯
卡影帝迈克尔·道格拉斯。除他之

外，还有在《复仇者联盟》中扮演鹰眼
的雷纳，在《独立日》里有精彩表演的
高布伦等。道格拉斯曾任奥斯卡获
奖片《飞越疯人院》制片人，该片在第
48届奥斯卡颁奖礼上获得最佳影
片、最佳男主角等5项大奖，而道格
拉斯直到第60届奥斯卡颁奖，才凭
《华尔街》一片赢得影帝桂冠。

灯笼椒

冯小刚王志文将PK道格拉斯

第13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
长征题材电影《勇士》担纲开幕影片

本报讯 抗战剧《锻刀》（地面频
道播出名为《热血共赴国难》）于10月
1日国庆节当晚登陆央视8套黄金档
上星首播后，收视率与口碑一路走高，
首播当日就取得全国收视排行榜第二
的骄人战绩。10月8日晚，收视率更
是高达2.32%，高居同时段全国收视
率第一，观众评价更是走高。

《锻刀》曾于今年6月在湖南经视
作地面频道首播，开播首日与湖南卫
视《亲爱的翻译官》同档，但《锻刀》在
长沙收视率 6.28%，市场占有率
17.92%，在湖南省内9.22%，市场占
有率27.37%，各项指标均超《翻译官》
2倍。其后在江苏地面频道如南京
台、苏州台播出时，收视率更是高达
10.25%，市场占有率近30%，刷新江

苏地面频道电视剧播出历史纪录。
《锻刀》由著名编剧王军执笔创

作，资深制片人曾辉担纲制作人兼总
导演，蒲巴甲、徐僧、王鸥、郑亦桐、高
峰、郝荣光等高颜值实力派演员共同
打造，至今开播仅10天，缘何就成功
俘获广大观众？

曾辉表示，《锻刀》的成功，不靠拼
大投资，也不靠拼大腕，而是靠拼主创
的专业素养及做剧的诚意。为了让这
部抗战剧与以往“手撕鬼子”“手榴弹
炸飞机”等“抗战神剧”完全有别，剧组
首先在剧本上精心打磨，剧本三易其
稿，才最终进入正式拍摄；其次在战争
场面上高度还原，以真心诚意的严肃
创作态度进行拍摄，才最终为《锻刀》
赢得了口碑爆棚的完美格局。

比如《锻刀》全剧36集，大概30
集都是动作和战争场面，爆炸、打斗戏
非常多。为了真实再现战争的悲壮激
烈，给观众更强的视觉冲击，剧组在服
化道、烟火、特效方面十分舍得花钱，
几乎是同类抗战剧制作费用的两倍。
另外，剧组摄影不仅采用电影定焦镜
头，保证画面质感，还全程使用最新航
拍器确保大场面拍摄效果。硝烟四起
的大规模战役，惊险刺激的近距离枪
战，步步紧逼的近身肉搏，《锻刀》的画
面和声效，都能带给观众强烈震撼。
因此，这部电视剧也被业内人士盛赞
为“战争传奇情感巨制”，在传奇性和
情感方面深深触动了观众，这应该才
是这部电视剧取得收视、口碑双丰收
的主要原因。 （钟新）

10月1日登陆央视8套黄金档开播后

抗战剧《锻刀》收视口碑走高

《锻刀》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