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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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10：00在海口市玉沙路椰海大酒店三楼会议室，
按现状、净价联合公开拍卖：1、海南东方大慧淀粉制品有限公司等
12户不良债权资产包，竞买保证金：800万元；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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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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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止；办理竞买手续截止时间：2016年10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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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898-
68581785 13707561158；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2号珠江广场帝
豪大厦903室

协拍单位：海南华中源拍卖有限公司；电话：0898-66726455
13907558791；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金融花园D座
1301室

协拍单位：海南美林拍卖有限公司；电话：0898-68570891
13907596695；地址：海口市金贸西路15号环海大厦公寓楼二单元
15B房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8663524 68510270 68667315 ；
68665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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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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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
—2016年11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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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起始时间：2016年11月7日上
午10时整（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2016年11月17日上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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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10-201673号地块用于标准化厂房项目

建设。（二）27010-201674号地块用于标准化厂房项目建设。（三）
27010-201675号地块用于标准化厂房项目建设。（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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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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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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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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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

地块
编号

27010-
201673

27010-
201674

27010-
201675

2712-
201454-1

位置

海南澄迈县老城经济
开发区南一环路和富
音路交汇处
海南澄迈县老城经济
开发区南一环路和富
音路交汇处
海南澄迈县老城经济
开发区南一环路和富
音路交汇处
金马物流中心范围内
物流金四路与物流纵
三路交汇处东南侧

面积
(公顷)

15.3161

13.6581

7.6726

1.3379

使用
年限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用途

工业
用地

工业
用地

工业
用地

仓储
用地

容积率

≥0.8且≤1.6

≥0.8且≤1.6

≥0.8且≤1.6

≥0.8

建筑
密度

≤50%

≤50%

≤50%

≤60%

建筑
系数

≥30%

≥30%

≥30%

≥30%

绿地率

≤20%

≤20%

≤20%

≤20%

建筑
限高

≤24米

≤24米

≤24米

≤28米

起始价
(万元)

6081

5438

3025

475

保证金
(万元)

3650

3263

1816

286

投资强度
（万元/公顷）

∕

∕

∕

∕

备注

地块按
现状条
件出让
地块按
现状条
件出让
地块按
现状条
件出让
地块按
现状条
件出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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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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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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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法律法规另有限制的，或在澄迈县辖区内有闲置建设项目用地或拖
欠土地出让金的除外。本次拍卖出让不接受联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土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
竞得人，每次加价幅度为人民币5万元。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参加竞买者请到澄迈县国土资
源局三楼土地交易所（地址：澄迈县金江镇金马大道东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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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有效证件
购买《澄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手册》，并按拍卖出让手
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时间：2016年10月20日至2016
年11月8日下午17时整（北京时间）

五、资格确认、拍卖时间及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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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下午17时前
确认其竞买资格。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会时间：2016年11月9日上午
10时整（北京时间）。

拍卖会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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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其他事项。（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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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内一次性付清土
地出让金。（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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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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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交易服务费按有关规定收取。（四）
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澄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手册》，
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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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澄迈县国土资源局
2016年10月17日

地块编号
27010-201654

位置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马村国社岭地段

面积(公顷)
4.0913

使用年限
50年

用途
港口码头用地

容积率≤0.6 拍卖起始价(万元)
2727

保证金(万元)
2727

备注
地块按现状条件出让

关于拍卖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澄国土资告字〔2016〕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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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出让下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拍卖出让地块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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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法律法规另有限制的，或在澄迈县辖区内有闲置建设项目用地或拖
欠土地出让金的除外。本次拍卖出让不接受联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土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
竞得人，每次加价幅度为人民币5万元。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参加竞买者请到澄迈县国土资
源局三楼土地交易所（地址：澄迈县金江镇金马大道东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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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有效证件
购买《澄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手册》，并按拍卖出让手
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时间：2016年10月20日至2016
年11月8日下午17时整（北京时间）

五、资格确认、拍卖时间及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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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下午17时前

确认其竞买资格。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会时间：2016年11
月9日上午11时整（北京时间）。拍卖会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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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其他事项。（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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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内一次性付清土
地出让金。（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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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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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交易服务费按有关规定收取。（四）
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澄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手册》，
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联系人：王先生、张先生；
http://www.ggzy.hi.gov.cn、http://www.hnlmmarket.com/

电话：0898-67629052
澄迈县国土资源局
2016年10月17日

地块编号
27010-201657

位置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马村国社岭地段

面积(公顷)
6.0010

使用年限
50年

用途
港口码头用地

容积率≤0.6 拍卖起始价(万元)
4311

保证金(万元)
4311

备注
地块按现状条件出让

关于拍卖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澄国土资告字〔2016〕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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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出让下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拍卖出让地块概况

海南体育赛事有限公司49%股权增资公告
项目编号：QY201610HN0133

受委托，现对海南体育赛事有限公司增资扩股49%股权，公

开募集资金引进投资者发布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海南体育赛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事公司”）成立于2008

年10月21日，系海南省体育赛事中心（以下简称“赛事中心”）全

资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赛事公司主要业务为策划协调

和组织省内外、国内外各类体育赛事。近年来公司及旗下公司

已成功举办数场国际、洲际及在国内具有重大影响的赛事活

动。公司目前共有控股公司两家，分别为海南环岛国际公路自

行车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自行车赛公司”）、海南环海南岛国

际大帆船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帆赛公司”）

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102.43万元。
三、增资方式：通过综合评审方式确定最终投资人，引入社

会资本做大做强赛事公司，本次增资认购价格为不低于人民币

101,024,300元，增资后，投资方持有赛事公司49%股权,赛事

中心持有赛事公司51%股权。

四、公告期为2016年10月17日至2016年12月9日。赛事

公司详情、对投资方的资格要求及增资条件等请登录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hi.gov.cn）、海南产权交易网

（http://www.hncq.cn）查询。联系方式：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

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 电话：65237542，海口市国兴大道

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 电话：66558034孙

女士、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6年10月17日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群众工作部：66810660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三十元 零售每份一元 昨天开印时间2时20分 印完：5时20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本报海口10月 16日讯 （记者
卫小林）犯罪悬疑题材动作片《惊天
破》将于本周五全国公映，为让影片
吸引当代大学生，片方今天在中国传
媒大学举办首映礼，上千名师生齐聚
学校大礼堂，将楼道都堵得水泄不
通，这是记者今天从片方恒业影业集
团海南办获悉的。

据介绍，首映礼上，执导该片的
香港导演吴品儒携主演谢霆锋、刘青
云、高伟光、思漩、邓萃雯、高捷等明
星悉数亮相。中国传媒大学学生特
别关注的香港电影金像奖两大影帝
刘青云和谢霆锋一上台，就吸引了全
场大学师生的热情掌声和呼喊声，首
映现场变成了明星见面会现场。

片方表示，为了让影迷原汁原味
地欣赏到正宗的港片韵味，此次发行
的《惊天破》将采用粤语和普通话两
个版本，让讲粤语和懂粤语的观众，
能够更好地欣赏到精彩的粤语对白
以帮助理解剧情。

记者了解到，谢霆锋在片中饰演
神探马进，刘青云在片中出演犯罪心
理学教授车家伟。故事讲述在一次
离奇的行动中，警察马进击毙了连环
杀手“将军”（高伟光饰），却被对方射
穿心脏命悬一线，意外之下接受了心
脏移植手术。时隔一年半，国际上惊
现数宗与“将军”作案手法完全一致
的惊天大案，康复后的马进主动请

缨，与犯罪心理学教授车家伟联手展
开调查。随着案情深入，马进发现车
教授身上藏有鲜为人知的秘密，车教
授对“换心”后的马进也产生了特别
兴趣。在二人互相试探、智斗暗涌的
过程中，马进妻子莫秀（范晓萱饰）与
神秘女子陈相茹（佟丽娅饰）也卷入
事件，一场危及全港百万人生命的大
战悄然引爆……

■ 冯巍

近年来，内地综艺节目火爆，好综
艺频出，不管是央视的《加油！向未
来》，还是东方卫视的《笑傲江湖》，抑
或是浙江卫视的《中国好歌声》，都让
观众觉得节目不但好看，而且从中学
到了一些东西，获得感满满。

然而，有的综艺节目就不一定让
人有这种获得感。比如一些游戏类综
艺，不是跑跑闹闹，就是嘻哈打笑，偶
尔看看也感觉轻松好玩，但若看多了，
便会产生一种厌倦感。

其实，综艺节目种类繁多，不会让
观众产生“审美疲劳”的节目类型比比
皆是，比如问答类节目，从央视早期的

《开心辞典》，到近期的《中国诗词大
会》，再到近年来一直火爆的江苏卫视

《一站到底》，都有着超强人气，也是让
观众产生获得感最多的节目，而且充

满了正能量。
央视一套今年 7 月开播的科普

类节目《加油！向未来》，在嘉宾问
答比赛中悄然普及了科学知识，相
当吸引眼球。这类节目因为每期内
容不同，参赛嘉宾也各异，节目所普
及的知识让人眼界大开，不但让观
众觉得节目吸引眼球，而且也让社
会各方看到了节目的更高追求。这
样的节目，也将因其人气聚集和质
量上乘，而成为业内真正找到了综
艺“长寿”秘诀的节目。

当然，这样说并非否定其他类型
的综艺。只不过，无论是游戏类还是
选秀类，或者是明星对抗类、户外竞技
类综艺，都不应该只简简单单追求“好
看”，如果大家都做出更高层次的追
求，这样就会让观众从中有所获得，从
而留住粉丝。否则，单纯的打打闹闹，
好看是好看了，但热闹过后繁华落尽，
节目便会从当初的引发收视热潮变成
门前冷落，这岂不是会让节目制作方、
播出方都有失落感？

好综艺应该有更高追求
灯笼椒

动作片《惊天破》在京首映

乐坛三巨头跨界玩综艺
本报讯 随着李易峰、吴亦凡等新生代小

鲜肉纷纷转战影视界，在实体唱片业持续低迷
的时代，华语乐坛昔日鼎盛期的三大音乐才子
周杰伦、林俊杰、潘玮柏也“易地”再战，跨界玩
起了综艺。

三才子经过岁月打磨，如今已各自走上不
同的发展之路。周杰伦既做导演，又开店投资，
还加盟综艺节目成为《中国新歌声》导师，一时
间掀起了一股周董热，事业全面开花。林俊杰
也将生活过得有声有色，巡演、赛车、出书，并加
盟《声音的战争》任导师。潘玮柏也大胆玩转跨
界，加盟《闪亮的爸爸》《我去上学啦》小试综艺
节目身手。近日，潘玮柏还将再次出发，加盟湖
南卫视第四季度全新结构式综艺《来吧，说做就
做》，他将在节目中携手热血兄弟团展开一场充
满未知的旅程。 （欣欣）

Super“星”计划启动
本报讯 日前，星美文旅集团在时尚星秀

年度人物盛典上宣布Super“星”计划启动，
张一山、陈乔恩、李小璐、张馨予等数百位当
红艺人到场助阵，上演了一场时尚与明星的
狂欢派对。

本届时尚星秀年度人物盛典由“年轻时尚
制造者”、“年轻时尚引领者”、“年轻时尚大玩
家”、“年轻时尚摇滚者”四大篇章构成，将向大
众传递时尚的正能量。作为盛典重要内容，
Super“星”计划将以华人优质艺人、优质内容
为核心，以星美影业强大的开发制作能力，依托
星美集团近300家影院，旗下各影院过亿观影
人次，再加上星美生活互联网“家”生活等整体
优势，以及时尚集团庞大的媒体平台打造时尚
Super“星”。 （欣欣）

《骡子与金子》下周开播
本报讯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江

苏卫视幸福剧场将于10月23日开播战争传奇
大剧《骡子与金子》。

据介绍，这部电视剧讲述的是草根农民
骡子踏上长征之路，一路追随红军并最终归
还黄金的故事，全剧将以小人物的视角，展开
对长征之路的描绘。“长征是播种机”的理念
在剧中得到充分呈现，播撒信念的种子，弘扬
诚信的精神，让长征情怀震撼人心，正是这部
剧的追求。

在日前举行的《骡子与金子》发布会现场，
主演富大龙、黄曼、姚卓君、丁子玲、王妍之及小
说《骡子和金子》原作者罗宏一起出席，为现场
观众讲述了戏里戏外的“长征之路”。

发布会现场，曾经身着单衣单裤过雪山草
地的现年104岁的老红军秦华礼先生，还当场
分享了自己真实的长征经历。 （欣欣）

本报讯 10月16日，第11届中国
金鹰电视艺术节在湖南长沙落幕，与此
同时，第28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各大奖
项亦在长沙揭晓。著名演员王雷、胡
歌、佟丽娅、赵丽颖斩获了观众喜爱的
男女演员奖，著名表演艺术家李雪健获
得了最佳表演艺术奖，金鹰节最具人气
男女演员分别由胡歌、刘涛夺得。

今年的“金鹰节”在“开幕式文艺
晚会”“互联盛典”“闭幕式颁奖晚会”
三大主体晚会之外，还特别增设了“金
鹰论坛”和“GEC金鹰电竞体育盛典”

两大主体活动，电视、互联网、游戏“三
界”的精英集结，融合创新，为本届“金
鹰节”增添了更多精彩亮点。

据了解，今年的第28届中国电视
金鹰奖评奖，共收到了全国各地视协
报送的符合参评要求的电视剧作品
100多部，从奖项设置数量和参评作
品数量对比来看，本届评选的竞争非
常激烈。而本届“金鹰节”的最大悬念
——“最具人气演员奖”，也最终于16
日晚的闭幕式颁奖晚会上揭晓了，他
们分别由胡歌、刘涛夺得。 （钟新）

第28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长沙闭幕

胡歌刘涛夺得最具人气男女演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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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电视剧：《十送红军》《马向阳
下乡记》《北平无战事》《平凡的世界》

《芈月传》《旋风少女》《历史转折中的
邓小平》《王大花的革命生涯》《嘿老
头》《陆军一号》《破阵》

观众喜爱的男演员：王雷（《平凡
的世界》）；胡歌（《琅琊榜》）

观众喜爱的女演员：佟丽娅（《平
凡的世界》）；赵丽颖（《花千骨》）

最佳表演艺术奖：李雪健（《嘿！
老头》）

最佳导演奖：郑晓龙（《芈月传》）
最佳编剧奖：温豪杰（《平凡的世界》）
最佳摄影奖：于飞、王赫、杨海鹏

（《红高粱》）
最佳美术奖：刘勇奇（《于无声处》）
最佳照明奖：孙红良（《北平无战事》）
最具人气男女演员：胡歌、刘涛

第28届金鹰奖获奖名单

王雷领取观众喜
爱的男演员奖

胡歌（左）刘涛领取金鹰节最具人气男女演员奖
赵丽颖领取观众

喜爱的女演员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