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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遗失声明
海南雨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460000000094402；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字号：460100671062982；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证号：
67106298-2；声明作废

企业简易注销公告
根据《海南省企业简易注销试行办
法》，海南维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100MA5RD5988U），现拟
向登记机关申请简易注销登记，相
关当事人如有异议的，请于公告之
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方式向
本企业和本企业登记机关提出。
特此公告。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贷 款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984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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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广告：标题（字数在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买五送二
广告热线：66810111、66810505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新闻大楼1楼广告中心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

海口地区发行站办理《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特区文摘》、《证券导报》、《法制时报》等报刊的征订、投递、零售和会议用报等业务，办理分类广告、夹报广告、旧报回收及其它业务。

儋州 18876859611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保亭 13876620309

澄迈 13005018185
临高 18608965613
三亚 18976011507
乐东 13807540298

陵 水 13647540073
五指山 18689861608
文 昌 13307616119
琼 海 18976113800

琼中 13907518031
万宁 13976065704
定安 13907501800
屯昌 13907518031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976292037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
发布，消费
者 谨 慎 选
择，与本栏
目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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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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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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花绿植出租
花木修剪机械出租13322027316

求购企业股权，债权，债劵
换地权益书,13098999838王先生

土地、旺铺低价转让
1、儋州蓝洋地质温泉酒店旁，三面
环湖；40亩，30万元起/亩。2、兴
隆临街旺铺4间（509.64m2）5500
元起价；精装住宅3套（179.07m2）
3500元起价；地下商业营业厅1
间（1476.92m2）2000元起价；仓库
（250m2）1700元起价。 黎女士：
18976109309

收购海南花梨木古老家具
18689898700

五西路别墅业主低价直售
海南大学旁 13913822645

专业玻璃钢水箱
SMC水箱，制作、维修、补漏
海口水星玻璃钢实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田经理：13036089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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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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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亭保城七仙亭便民坊不慎遗
失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个体）副
本 一 本 ， 许 可 证 号 ：
460033170335，声明作废！
▲五指山地缘旅游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副本各
一本，税号:460001082543737，
现声明作废。
▲曹敬远不慎遗失海南闽庄园房
地产有限公司开具的庄园丽都二
期D2号楼第1703号房收款证明
收据1张，编号：NOA0049091，现
声明作废。
▲曹凤远不慎遗失海南闽庄园房
地产有限公司开具的庄园丽都二
期D2号楼第1702号房收款证明
收据1张，编号：NOA0049090，现
声明作废。
▲海南大九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一本，证号：
460003324039868，声明作废。
▲万宁万城生生福首饰店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各一本，注册号:
469006600113386，声明作废。

▲蒙晓萍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
副本），社会信用代码识别号：
460028197510206425M1，特 此
声明作废。
▲屯昌平安炮竹厂不慎遗失机构
信 用 代 码 证 ：
G1346902201149760Z现声明作
废。
▲刘德强不慎遗失海南闽庄园房
地产有限公司开具的庄园丽都二
期D2号楼第1903号房收款证明
收据3张及购房合同一份编号分
别 为 ： NOA0003032、
NOA0003034、 NOA0049093、
MYZ- ZYLD- 2- 2014-
0000578，现声明作废。
▲海南大九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遗失工商营业执照正本一本，注册
号：469003000046184 可能是电
话号码，是否拨号?，声明作废。
▲儋州那大森森电信维护店遗失
税务登记证副本一本，纳税人识别
号：46002919740715001XD3，声
明作废。

▲万宁市阳光幼儿园不慎遗失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宁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410015908201，声明作废。
▲海南正光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发票（发票联和抵扣联），发票
代码：4403162130，发要号码：
05199654，声明作废。
▲吴挺武遗失身份证、驾驶证，证
件号：460021197811205413，声
明作废。

▲郭海霞遗失身份证，证件号：
460025197404034229，声 明 作
废。
▲海口琼山林春顺手机店遗失税
务 登 记 证 副 本, 税 号 ：
46002119740608482202,现声明
作废。
▲海南华测计量检测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银行开户许可证，证号
J6410018514201,声明作废。

无主财产处理公告
2016年1月7日和1月19日,根据商标权利人举报，三亚市工商局

执法人员依法对位于三亚市明珠广场四楼、大东海瑞海购物公园饮食
城1层和解放路257号一方百货一楼的“大嘴猴”服装卖场进行检查，
现场查获标注“Paul frank”、“GO TEAM”、“Paul frank”及“大嘴猴”
图形标识的各类服装1114件、960件和3429件。经商标权利人宏联
国际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现场鉴定，上述产品涉嫌为侵犯注册商标专
用权产品。检查时当事人不在现场。案发后，我局多次通过打电话、
发信息、留置送达询问通知书、公告送达询问通知书等方式，要求当事
人前来我局接受调查，但是当事人至今未来。现请上述财物的权利人
或权利相关人在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到本局认领并接受调查、主
张权利、提供有关证明文件。依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
规定》第七十六条规定，自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无人认领，我局将依此
规定将上述扣押在案的物品视为无主财产，上缴国库。

海南省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二O一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我司拟将《海南港航新海轮渡码头有限公司品牌建

设设计项目》采取竞争性谈判方式进行采购，请有意参

与的公司在 2016 年 10 月 25 日 9 时至 2016 年 10 月 26 日

17 时，到我司领取竞争性谈判采购文件，逾期不予受

理。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 76 号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

司海口港务分公司办公大楼。联系人：符应良 联系电

话：0898—68623879、13976895663。

竞争性谈判公告

海南港航新海轮渡码头有限公司
2016年10月 24 日

海口海事法院定于2016年11月28日10时至2016年11月
29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海口海事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活动（户名：海口海事法院，网址：https:
//sf.taobao.com/0898/05?spm=a213w.3065169.courtList.723.
Dp8RY4）进行公开拍卖“泰佳盛”轮，现公告如下：一、拍卖标的：

“泰佳盛”轮，现停泊于海南省海口市新港码头。起拍价：1000万
元，保证金：300万元，增价幅度：5万元或5万元的整数倍。二、拍
卖标的基本状况：船名：“泰佳盛”；船籍港：海口；航区：近海；营运
海区：A1+A2；船舶类型：集装箱船；建造完工时间：2010年12月
26日；船舶制造厂：武汉长航青山船舶修造厂；船体材料、甲板材
料：钢质；结构形式：纵横混合骨架式；甲板层数：1；水密横舱壁数：
6；货舱数量2；货舱盖型式：钢质风雨密；总吨位：2971；净吨位：
1663；总长99.80米，船长91.80米，型宽15.80米，型深7.20米，满
载吃水5.80米，空载吃水3.619米。 三、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自
2016年10月20日起至2016年11月23日止（节假日休息）接受
咨询，有意者请与本院联系统一安排看样时间。四、特别说明：1.
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本院不承担本标的瑕疵保证责任。有意

者请亲自实地看样，未看样的竞买人视为对本标的实物现状的确
认，责任自负。2.法院不负责移交任何船舶证书；3.标的物转让登
记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所涉及的一切税、费及其可能存在的泊
位费等费用均由买受人承担。能否办理过户手续及办理过户手续
的时间等请竞买人在竞买前自行到相关职能部门咨询确认，标的
物现状及存在瑕疵等原因不能或者延迟办理过户手续及办理二次
过户造成的费用增加的后果自负，拍卖人不作过户的任何承诺，不
承担过户涉及的一切费用。五、竞买人在拍卖竞价前请务必再仔
细阅读本院在拍卖平台发布的拍卖须知。六、特别提示：凡与“泰
佳盛”轮有关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本院
申请债权登记。逾期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中受偿的权
利。联系人：夏小华，联系电话0898-66160119、66160122。法
院监督电话：0898-66253909；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
民大道 74 号八菱大厦十楼。法院标的咨询电话：0898-
66160121，法院拍卖咨询电话：0898-66258915

海口海事法院
二○一六年十月二十日

海口海事法院船舶拍卖公告
（2016）琼72执164号

我司拟将海口-洋浦集装箱公共驳船航线的船舶租赁

项目采取竞争性磋商方式进行采购，请有意参与的公司在

2016年10月24日9时至2016年10月25日17时，到我司领

取竞争性磋商文件，逾期不予受理。地址：海口市滨海大

道84号海口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办公大楼。

联系人：符敏

联系电话：0898—68620830、13322003868 。

竞争性磋商公告

海口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2016年10月22日

招标公告
招标人：海口琼山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河南宏业

建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招标项目：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职工工作间
（周转宿舍）项目；工程概况：新建1栋职工工作间（周转宿舍），共9
层，总建筑面积3920.58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3740.29平方米，
地下建筑面积180.29平方米；计划工期：270日历天；招标范围：土建
及水电安装工程等（以工程量清单和图纸中的内容为准）；招标人资
格要求：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
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其中，投
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建筑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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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具体事宜详见2016年10月24日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www.hkcein.com）招标公告信息，王工：0898-68503712。

中标候选人公示
儋州市新州镇新中洋基本农田建设项目施工、监理招标在海南

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进行了公开招标，已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
评标办法和有关法规要求完成开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推荐：

施工标：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第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第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建设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监理标：
第一中标候选人：四川亿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河南卓越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广东中水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公示期：2016年10月24日至 2016年10月26日，如有质疑（或

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招标人提出。电话18907651268。
招标代理：湖南建科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唐隆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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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定于2016年11月11日上午10:00在
我司拍卖厅公开拍卖：林斯福名下位于琼海市长坡镇长文路后街的
一处房地产[房屋所有权证号为：海房权证海字第 14056号；海国用
（2005）第 1184号] 。参考价：155.7549万元。 竞买保证金：50万
元。情况说明：拍卖成交后，买受人持裁定自行办理过户手续，办理
相关产权手续时所需缴纳的所有税、费全部由买受人自行缴纳，房屋
在拍卖成交后六个月内移交。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11月
9日11:00止。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11月9日17：00前到我司了
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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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号：1009689400000122。缴款用途处须分别填
明：竞买人姓名、（2016）海南一中法拍字第51号竞买保证金。拍卖
单位：海南唐隆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地址：海口市金贸中路1号半山
花园晓峰阁1588室。 联系电话：36375711 13807631116

■ 冯巍

好莱坞大片《宾虚》在我国上映两周，
全国票房才1700多万元，这在美国大片
中算是大哑弹。在外国一样，《宾虚》上
映两个月了，全球票房还不到1亿美元，
亏损1亿多美元已板上钉钉。追根溯
源，主要因为《宾虚》原著结构太宏大，因
而怎么改都很难满足观众口味所致。

作为19世纪名作家卢·华莱士的
辉煌巨著，《宾虚》早在1925年和1959
年就被好莱坞改编过两次。然而，这
两次票房都没成功，只收获了史诗性
巨片的美名加冕。特别是 1959 年威
廉·惠勒执导的那一版，竟然一举夺得
第32届奥斯卡金像奖11座小金人，这
一历史纪录直到38年后才被《泰坦尼
克号》追平，典型的赔本赚吆喝。

《宾虚》为何成为“魔障”每拍必
亏？其实这早由原著框架决定了，绝
非宿命。就像中国导演轻易不敢取舍
宏大的《红楼梦》一样，《宾虚》小说中
庞大的人物结构、宏大的历史叙事、深
厚的宗教意蕴，任由改编者做哪种取
舍都不会觉得自己明智，这也就使得
三部《宾虚》一部更比一部长，越拍越
得不到观众买账。

还有一个原因同样重要，《宾虚》
中的故事时间是远古时代，那个时代
亦称神话时代，主人公与现代人有着
巨大的隔世感，与观众产生不了亲近
性，因而更难以俘获年轻影迷眼球，这
也是导致所有历史题材电影从来不曾
出现票房之王的根本原因。

《宾虚》原著不朽不等于电影成
功，两次改编都赔本赚吆喝，足以让人
警醒。但米高梅还是冒险步人后尘，
结果赔了本也不一定赚到吆喝，要怪
也只能怪自己没擦亮眼睛了。

《宾虚》缘何成票房哑弹
灯笼椒

本报讯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电影局局长张宏森日前谈及今年电影
市场票房疲软时认为，“中国电影的发
展并没有迎来‘拐点’之说，而是正在
朝着健康、良好、理性的轨道上前进。
我们有信心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推动中
国电影向电影强国迈进。”

今年来，暑期档、中秋档票房不如
意——和去年同期相比，暑期档几乎

零增长，中秋档下降十三四个百分点，
以致年初所提的全年票房突破500亿
元或600亿元的目标已无法实现。

对于今年电影票房缩水，张宏森
认为，这与票补减少有关。他透露，去
年票补大概40亿元，因此今年的票房
减少，只能说是在增长的前提下放慢
了速度。据张宏森介绍，2016年的票
房目前380多亿元，与去年同比净增

20多亿元；去年全年观影人次12.5
亿，而2016年观影总人次至今已达到
11.21亿，去年同期是9.98亿，从这个
指标来看，也是向好的态势。从影院
建设来说，目前全国已经达到37817
块银幕，年初时只有32000块，银幕
增速还是非常之快，影院建设也保持
着旺盛势头。

张宏森认为，中国电影会淘汰劣

质的产品，淘汰泡沫化的创作，淘汰一
些急功近利、投机取巧的投资或项目，
真正迎来用优秀的电影作品和观众建
立良性互动关系的稳定阶段，“我们对
中国电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张宏森透露，2018年，中国电影将
会迎来一个更大的开放格局。2018年
是一个时间节点，可能有更多的外国
影片会进入中国电影市场，可能有更

多的发行渠道会活跃在中国的电影市
场当中，中国电影将会面临着公平原
则支配下的挑战。也因此，张宏森表
示，电影不拒绝批评，电影也不拒绝吐
槽，批评、吐槽的声音也是电影外延的
一部分。但此时此刻的中国电影，在
全球竞争的大格局当中，在中国电影
保持基本面向好的态势当中，更需要
得到大家的鼓励。 （肖扬）

本报海口10月 23日讯 （记者
卫小林）根据著名作家刘震云获第八
届茅盾文学奖小说改编的电影《一句
顶一万句》原定11月11日上映，记
者今天从海南院线业内获悉，片方已
决定提档至11月4日全国公映。

据介绍，该片导演刘雨霖是刘震
云的女儿，也是李安的学生，她曾凭
短片《门神》获奥斯卡（学生单元）叙
事片奖。曾师从冯小刚参与《一九四
二》拍摄，虽是首次执导故事长片，但
对国内电影制作流程非常熟悉。提
档一周旨在向李安、冯小刚两位导师
交上答卷。原来，李安执导的《比利·
林恩的中场战事》将于11月11日在
中国和北美同步上映，冯小刚执导的
同样改编自刘震云小说的《我不是潘
金莲》也将于11月18日公映，将《一

句顶一万句》提档，一来可让两部刘
震云影片上映间隙拉长到两周，二来
也可避免与导师李安“正面碰撞”。

据了解，《一句顶一万句》透过对

生活细枝末节的呈现，将发生在我们
内心的关于婚姻的战争进行细细展
现，用刘震云式幽默向中国影迷献上
一部会讲故事的好电影。

《一句顶一万句》提档一周
将于11月4日全国公映

《一句顶一万句》剧照

中国电影将迎来更大的开放格局
2018年更多外国片可能被引进 中国电影将面临公平原则支配下的挑战

《湄公河行动》
票房突破10亿元

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讯（记者白瀛）出
品方博纳影业23日在京宣布，由林超贤执导，
张涵予、彭于晏、陈宝国、孙淳等主演的警匪动
作片《湄公河行动》自9月30日上映以来，截至
10月22日已收获10.57亿元票房，成为主旋律
电影的一次突破。

“这种主流价值观的传播方式能够得到观
众认可，作为电影人感到非常欣慰。”影片监制
黄建新说。

世姐中国赛区总决赛落幕

第66届世界小姐中国赛区总决赛日前在
北京太庙落幕，40名选手在秋雨之中展开激烈
角逐，最终，孔敬、陈思、邢嘉妮分别获得冠、亚、
季军。图为冠军孔敬在比赛中。 （钟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