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娱乐新闻 2016年10月28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杨帆 主编：卫小林 美编：孙发强B06 综合

灯笼椒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行李打包、土地
招商公告

凤凰机场2015年旅客吞吐量已达1600万人次，为满足机场旅客
行李打包的需求，完善服务功能，同时提高机场商业收益。我司现对
即将到期行李打包项目进行公开招商，招商位置为国内T1、T2航站
楼、国际航站楼共四处行李打包点位，总面积约 38㎡。凤凰机场气
象山区域有部分土地进行招商。

一、项目名称：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行李打包、土地项目招商。
二、项目概述：三亚凤凰国际行李打包、土地项目计划对外招

商。欢迎具有相关资质的公司参加。
招商时间2016年10月20日至11月11日。
诚邀参与。
招商方：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王越杰：0898-88289249 余精：0898-88289441
邮箱：yuejie_w@hnair.com

招标公告
一、招标人：海口市房屋征收局。二、招标代理机构：华诚博远工程

咨询有限公司。三、项目名称：海口市红城湖片区棚户区改造基础设施
项目（监理标）。四、工程概况：建设地点位于海口市红城湖片区，包括12
条规划路，管廊工程、学校教学楼及附属工程。招标范围：施工准备阶段、
施工阶段与保修阶段全过程监理；计划工期：540日历天；质量要求：合
格。五、投标人资格要求：同时具备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乙级（含）和房屋建
筑工程监理甲级（含）或以上资质。总监理工程师要求：为本单位注册的
市政公用工程专业和房屋建筑工程专业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不得同时
跨省（直辖市）、跨市县担任建筑工程项目的监理工程师。可以在海南省
同一市县同时担任2个（不超过2个）建设工程项目的监理工程师。本次
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详见《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络版招标公
告）。六、招标文件的获取：请于2016年10月 28 日起登陆海口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下载招标文件。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16年11
月 21日8时30分，地点为海口市海甸五西路28号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附楼三楼。七、联系人：符工 0898-68568122-8003

招标公告
一、项目名称：海南东线高速公路（海口段）环境整治及绿

化景观提升工程PPP项目（监理）；二、招标人：海口市林业局；
三、招标代理：河南兴建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四、工程概况：建设
地点位于海南东线高速公路（海口段）两侧，主要建设内容详见
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网络版公告。五、投标人资格要求：详
见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网（www.hkcein.com）网络版公告。
六、招标文件获取：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6年 10月 28
日起登录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网（www.hkcein.com）电子招
投标专区下载招标文件图纸。七、公告发布媒介：海南日报、海
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及海南省招标投标监
管网。八、联系人：孙工 联系电话：0898-68523617

海南之心（新埠岛0103地块第一、二期）项目应
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海口市新埠岛开发建设总公司拟建的“海南之心（新埠岛0103地
块第一、二期）”项目位于新埠岛。经海口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
审查服务中心审查，该项目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可补偿建筑面积
351.9平方米，根据《海南省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现予
以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6年10月28日至11月10
日）。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www.hkup.gov.cn）；建设项目现
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海甸岛德利路5号海口市规划
局美兰分局，邮编570208。（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
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6185705，联系人：曾宪胜。

海口市规划局 2016年10月28日

招标公告
海口市粤海片区新海中路、长椰路市政工程监理招标，招标人为

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已具备招标条件，现进行公开招标。项目概
况：海口市粤海片区新海中路、长椰路市政工程项目，起点接天翔路，
终点与现状滨海大道相交，城市主干道，道路全长2363.58米，道路红
线宽度为60米，主要改造内容包括道路工程、排水工程、交通工程、
照明工程及道路绿化工程等；工期：420日历天；招标范围：施工阶段
及保修阶段全过程监理。投标人资格要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市
政公用工程甲级或以上监理资质，项目总监资格：在本单位注册的市
政公用工程专业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招
标文件的获取：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请于 2016 年 10月28 日起，
从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www.hkcein.com）下载招标文件。招标文
件每套售价500元人民币，售后不退。招标代理机构：广州东华建设
监理有限公司，联系人：龙工（0898-66730831）。

海南铜锣湾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定于2016年11月22日上午

10:00在我司拍卖厅公开拍卖：位于琼海市嘉积镇善集路23号工行集
资楼 501号房屋【房产证号：海房权证海字第 5598号；建筑面积：
127.6m2；公摊面积：14.56m2】。参考价：29.888万元。竞买保证金：10
万元。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11月18日11:00止。
特别说明：标的物按现状拍卖，过户相关税、费由买受人承担。有意竞买
者请于2016年11月18日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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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款用途处须填明：竞买人姓名或名称、（2016）
海南一中法拍字第20-3号竞买保证金。拍卖单位：海南铜锣湾拍卖有
限公司；拍卖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1号景瑞大厦A座21层；联系电话：
0898-31651618 13637647779；委托方监督电话：65301058

招标公告
一、招标人：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二、招标代理：湖南建科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三、项目名称：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园区人行道修复

工程；
四、投标人资格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

叁级或以上级资质，同时具备《海南省建筑企业诚信档案手册》；项
目经理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二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

五、招标文件的获取：请于2016年10月28日起从海口市公共
资源网（www.hkcein.com）下载招标文件；

六、具体公告内容详见《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招标投
标监管网》、《海口市公共资源网》；

七、联系人：李工0898-68572646。

海口市龙华区城西中学学生宿舍和食堂项目
中标候选人公示

海口市龙华区城西中学学生宿舍和食堂项目于 2016 年10月
27日在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评标会议室完成开、评标工作，
经评标委员会推荐，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琼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宏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中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公示日期为 2016 年10月28日至11月2日公示期内，如对上

述中标候选人存在疑问，可向招标人、监督部门投诉或举报，电话：
0898-66982258

招标人：海口市城西中学
招标代理机构：海南中梁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和《海南省关于

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实施办法》有关规定、《海口市人民政
府关于延长〈关于解决办理房地产证历史遗留问题的若干意见〉
有效期的决定》（海府【2012】106号），我局已将海南环基房地产
开发公司持有的琼山国用（府城）字第01204号《国有土地使用
证》项下88.7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确权给于歆，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二条和《土地登记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决
定注销琼山国用（府城）字第0120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
88.7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登记。

特此通告
联系人：巫女士 电话：65809392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10月24日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琼0105执643号之一

申请执行人江佳展与被执行人海南锋达彩印有限公司、许松
炎、林锦煜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5)秀民二初字第
486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已查封被执行人海南锋达彩印有限公司所有
的日本小森单色40胶印机一台、日本小森四色胶印机一台、日本小
森八色胶印机一台、日本小森1+1印刷机一台、日本小森五色胶印
机一台、切纸机一台、186印刷机一台、海德堡四色一台，海德堡八
色胶印机一台、小森胶印机一台、高速双面胶印机一台、德国高堡印
刷机一台、柯达CTP制版机一台、方正CTP制版机一台、高速分切
机一台、，马丁尼骑马钉联动线、挑战者胶钉联动线、德国高堡五加
一印刷机一台、日本小森八色SL440印刷机一台、浙江国望切纸机
一台。对上述机器权属有异议者，请自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二0一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招标公告
海口市新琼片区棚户区改造基础设施项目监理标，招标方式为公开

招标。一、项目概况：琼山大道进行道路改造，属于城市主干路。新建规
划一号路（城市主干路）、规划二号路、规划三号路、规划四号路、规划五
号路共5条道路；建设琼山大道双仓管廊2240米，白驹大道、规划一路、
规划六路的单仓管廊共1560米，以及其余道路的缆线管廊共3038米；
建设管廊分控中心，建筑面积约299平方米；棚改范围内规划的一座学校
及附属设施，总建筑面积14812.54m2。包括道路工程、排水工程、交通
工程、照明工程、绿化工程、管廊工程及建筑工程等。二、投标人资格：具
备市政公用工程监理甲级资质和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乙级（含）以上资
质。本项目接收联合体。三、招标文件获取：2016年10月28日至11月
21日登陆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网（www.hkcein.com）电子招投标专区
下载招标文件。招标文件售价500元。四、招标代理机构：西安建工建设
工程招标有限公司，陈工0898-66755224、18789777371。（注：关于本
项目详细公告信息详见与此公告同时发布在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网、海
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上的网络版）

招标公告
海口市博义、盐灶、八灶片区棚户区改造基础设施项目监理标，招

标方式为公开招标。一、项目概况：包括棚改范围内10条道路，红线宽
9米至24米不等，全长约2091米。棚改范围外2条道路：1、盐灶路（滨
河路至龙华路段），起点接规划滨河路，终点至现状龙华路，道路全长约
981米，规划红线宽24米。2、八灶路（城市次干路），起点接现状滨海
大道，终点与现状玉河路相交，全长约789米，规划红线宽40米。二、
投标人资格：具备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乙级（含）以上资质。本项目不接
收联合体。三、招标文件获取：2016年10月28日至11月21日登陆海
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网（www.hkcein.com）电子招投标专区下载招标
文件。招标文件售价500元。四、招标代理机构：西安建工建设工程招
标有限公司，陈工0898-66755224、18789777371。（注：关于本项目详
细公告信息详见与此公告同时发布在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网、海南省
招标投标监管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上的网络版）

招标公告
海口市白沙坊片区、下洋瓦灶片区、滨江新城二期片区棚户区改造

基础设施项目监理标，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一、项目概况：白沙坊片
区：4条道路以及学校教学楼及附属工程等，道路红线宽12米至20米
不等，全长约1980米。白沙坊中小学校总建筑面积23530.06m2。下
洋瓦灶片区：包括5条道路及公共服务设施，道路全长约2222米。公共
服务设施为新建一所小学，小学总占地面积约9698平方米，建筑面积
7560平方米。滨江新城二期片区：包括4条道路，红线宽12米至30米
不等，全长约2500米。二、投标人资格：具备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乙级
（含）以上和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乙级（含）以上资质。本项目接收联合
体。三、招标文件获取：2016年10月28日至11月21日登陆海口市公
共资源交易网（www.hkcein.com）电子招投标专区下载招标文件。
招标文件售价500元。四、招标代理机构：西安建工建设工程招标有限
公司，陈工0898-66755224、18789777371。（注：关于本项目详细公告
信息详见与此公告同时发布在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网、海南省招标投
标监管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上的网络版）

招标公告
长影海南生态文化产业园票务区园林绿化工程位于海口市，建

设规模：园林景观用地面积131917.46m2，其中包含沥青混凝土道

路、停车位、树池、铺装、水池、种植池及其他。招标范围：园建工程、

绿化工程、水电安装工程施工（具体详见施工图及工程量清单）。要

求投标人须同时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城市园林绿化壹级

和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项目负责人要求须具

备园林类专业高级工程师职称。工期90日历天。其他详见网络公

告。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请于2016年10月28日起从海口市公共

资源交易网下载招标文件。本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

省招标投标监管网、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上发布。招标人：长影

（海南）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张小姐18686533625，招标代理：中国远

东国际招标公司符先生18078912160

本报文城10月27日电（记者刘梦晓）今
晚，在文昌市演艺会议中心，由文昌亿嘉琼剧院
排演的传统琼剧《风雨秦楼》首次公开演出。

在文昌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下，文昌亿嘉
琼剧院由琼籍港商邢福成发起，联手香港文昌
同乡会会长符文静、创会会长韩曙光共同创办，
历经两年精心筹备，于今年8月底在文昌完成注
册登记。剧院汇集了原省琼剧院副院长、国家
一级演员张卫山，琼剧演员蔡彩珍、琼剧乐师邢
福齐等，并招录了一批青年学员进行传、帮、带。

《风雨秦楼》由张卫山、蔡彩珍主演，是一出
充满辛酸的感情戏，讲述歌女与抗敌将军风雨
中结缘，一家人历经苦难终得团圆的故事。

邢福成介绍，创办琼剧院团、报效桑梓是他
多年的愿望。传承创新，出戏出人，打造一流琼
剧院团，打造全球琼人的精神家园是办团目标，
剧团将致力于重新包装传统戏和量身定做现代
戏，做精做大琼剧产业，培育年轻琼剧观众。

据悉，亿嘉集团目前正积极谋划创办亿嘉
琼剧产业园，计划以亿嘉琼剧院为龙头，推出琼
剧学校、琼剧茶楼、琼剧大剧院、琼剧创作中心、
琼剧舞美中心、琼剧音像制作中心等项目，为海
内外琼剧院团培养输送人才，提供演出范本与
演出周边服务，为媒体提供优质琼剧音像，搭建
琼剧精品孵化、对外交流平台，打造琼剧产业高
地。目前，传统剧目《刁蛮公主》已进入紧张排
练，以弘扬核心价值为主题的新编现代戏也提
上议事日程。

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委员、省人大常委会
原副主任符兴出席。

■ 冯巍

喜剧电影《杠上开花》上映一周
来，全国票房才 14 万多元，缘何这么
讨喜的片名竟然没人买账？一句话可
以总结个中缘由：编导功力不够，赔钱
成为必然。

近年来，我国电影界形势一直向
好，一些热钱由此一头扎进电影圈，以
为赚钱比较容易。殊不知这样做有两
种结果，一是投对人了，编剧、导演、表
演和其他部门都合格，片子兴许不会
赔钱；二是投错人了，主创人员基本素
质并不具备，那么赔钱便难以避免。
很显然，《杠上开花》资方就遇到了这
后一种情况。

看看《杠上开花》的制作阵容，资
方是搞电视的，导演虽然演过一些电
视剧，但观众基本都叫不出他演过的

剧名，编剧也只编过话剧，电影经验全
无，就这样一个阵营，却要投资拍电
影，想一想都令人担心。

再往深一步分析，电影和电视剧
虽然表面上同属影视艺术，但其实各
有各的规律。比如电视剧可以拖泥带
水，电影则要求全速推进剧情；电影必
须以画面讲故事，电视剧则可以依靠
对白说事。如若分不清两者之间的区
别，肯定事与愿违。

遗憾的是，《杠上开花》主创在这
方面显然准备不足。剧本讲了一个无
聊故事不说，而且还想在这样无聊的
故事中融入喜剧、侠盗、正义、贪婪、梦
想等诸多元素，最终由于功力不济，弄
得故事不完整，人物塑造有头无尾，喜
剧不像喜剧，悲剧不像悲剧，怎么看怎
么乱。这样的影片，谁肯买单？

本来“杠上开花”是鸿运当头的好
事，然而电影主创却因功力不够，使得
飞来的投资鸿运碰上了霉运，既毁了
自己名声，也让资方交了不菲学费。

编导功力不够必然赔钱

琼籍港商回乡创办剧院致力琼剧事业

文昌亿嘉琼剧院开演

本报讯 10月26日，好莱坞魔幻片《神奇
动物在哪里》宣布改档至11月25日上映，比原
定的11月18日推迟一周。

该片由华纳兄弟电影公司出品，J·K·罗
琳首任编剧，也是继《哈利·波特》系列电影完
结后时隔五年，罗琳再携全新魔法世界回归。

首次操刀剧本的J·K·罗琳曾在采访中“剧
透”说，在这部新片里，将有一个强大到足以威
胁世界的魔法师力量崛起，“这是我一直感兴趣
的，也是我一直想做的。”

在此前的全球粉丝会上，J·K·罗琳也正
式宣布将有5部魔法题材电影陆续诞生，目
前故事大纲也已筹备完成。《神奇动物在哪
里》的上映，将正式把影迷们带回到久违的魔
法世界。 （欣欣）

《神奇动物在哪里》改档

本报海口10月 27日讯 （记者
卫小林）好莱坞悬疑惊悚大片《但丁
密码》来势汹汹，记者今天从海南几
大院线获悉，我省各院线今天还是杰
森·斯坦森主演的《机械师 2》的天
下，但明天，汤姆·汉克斯将“打跑”杰
森·斯坦森，因为他主演的《但丁密
码》将占领各大影院的银幕。

据介绍，2006年上映的《达芬奇
密码》曾吸引无数中国影迷，奥斯卡
影帝汤姆·汉克斯与奥斯卡最佳导演
奖获得者朗·霍华德联手奉献的这部
影片成为了经典，片中密码至今仍有
人研究。10年后，两位大师又联手
献出《但丁密码》，可以预见，该片将
会成为近期我省影院最热的影片。
为了迎接这一大片上映，我省各大院
线已安排从今晚12时起放映零点场

预热，明天各大院线都将加大排片力
度，把最佳时间、场次都排给《但丁密
码》。今天排片率还占三成的《机械
师2》，明天起将把三分之二的时间、
空间让位给《但丁密码》。

记者了解到，与《但丁密码》同期
公映的新片还有《驴得水》《魔发精
灵》《育婴室》《枕边有张脸2》《小明
和他的小伙伴们》等，但它们都竞争
不过《但丁密码》的排片。其中，《驴
得水》是开心麻花团队的第二部喜剧
片，由任素汐、大力、刘帅良、裴魁山
等主演，讲述由一头驴引发的一个让
人啼笑皆非的荒诞故事。《魔发精灵》
是梦工场制作的3D动画电影，讲述
快乐的精灵公主波比和不合拍的布
兰奇合作拯救精灵们的故事，这一次
中国影迷比美国影迷有眼福，将提前

一周看到该片。《育婴室》是中泰两国
影人合作打造的惊悚恐怖电影，由素
有“泰国鬼王”之称的导演皮查农·塔
玛杰拉执导，中国男星朱一龙、泰国
女星皮查雅·瓦塔那蒙迪里和中国台
湾女演员徐洁儿主演。《枕边有张脸
2》也是一部惊悚恐怖片，故事讲述美
术鉴定家吴溪田十几年来被同一个
噩梦困扰，她终于在朋友陪伴下前往
一座深山别墅寻找噩梦真相，最终她
却遭遇到了一系列诡异事件。《小明
和他的小伙伴们》是一部喜剧电影，
由东北笑星乔杉领衔主演。

据悉，虽然本周末有这些新片上
映，但国庆档至今一直热映的《湄公
河行动》、上周上映的新片《机械师
2》《侠探杰克：永不回头》等影片仍将
继续上映。 《但丁密码》剧照

据新华社重庆10月27日电（记
者陈国洲）10月27日，重庆市第三中
级人民法院对重庆武隆景区诉《变形
金刚4：绝迹重生》一案作出一审判
决。法院判定，被告美国派拉蒙影业
公司、一九零五（北京）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赔偿武隆景区经济损失及维权费
用200.9万元，同时驳回一九零五（北
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

2014年6月上映的好莱坞影片
《变形金刚4》由美国派拉蒙影业公司
拍摄，片中中国场景吸引了大量中国
观众，在中国取得了超过17亿元的高
票房。然而，这部影片在票房大卖的
同时，也因为被取景地之一的重庆武
隆景区起诉，受到舆论更多关注。

武隆景区负责人表示，《变形金
刚4》中片方未按照与景区的广告植
入合约约定，即以地标牌的方式醒目

呈现“中国武隆”标识，错误引导了观
众，导致景区损失严重，因此景区将
美国派拉蒙公司和其在中国的合作
方北京一九零五公司告上了法庭。
今年4月26日，该案在重庆市第三中
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10月27日的庭审中，审判长当
庭宣读了原告与被告双方的诉讼请
求、诉讼主张及诉讼过程。原告武隆
景区要求被告派拉蒙影业公司、一九
零五（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赔偿
已支付的80％合作费用480万元，同
时赔偿 400 万元及预期利益损失
1200万元。被告则反诉，质疑武隆
景区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严重缺
乏法律和事实依据，并要求武隆景区
方按照合约支付合同尾款120万元
及延付滞纳金1105.8万元等费用合
计人民币1245.8万元。

最终，针对双方当事人的诉讼焦
点，审判长当庭作出判决，被告派拉
蒙影业公司、一九零五（北京）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赔偿武隆景区经济损失
及维权费用200.9万元。同时，法庭
驳回了重庆武隆景区的其他诉讼请
求，并驳回一九零五（北京）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

庭审结束后，原、被告双方均表
示需与公司进行讨论后再予决定。

武隆景区诉好莱坞官司赢了
《变形金刚4》案宣判：片方需赔偿200多万元

《变形金刚4》中的武隆风景

从《驴得水》《魔发精灵》《育婴室》等新片排片竞争中脱颖而出

《但丁密码》将搅热周末影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