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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征收
2016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公告

为了规范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根据《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
使用管理办法》（财税〔2015〕72号）和《海南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
使用管理办法》（琼财非税〔2016〕1489号），地税部门负责残疾人就业
保障金征收，残联部门负责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的前期审
核。新版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模块于2016年11月28日正式上
线，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2016年11月28日起，各级地税部门开始受理2016年残疾
人就业保障金申报缴纳业务。由于琼财非税〔2016〕1489号文于10
月份下发，今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期将延长至2017年3月31
日。超过规定时间未申报缴纳的，系统自动加收滞纳金。

二、已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应到税务登记所在地的残疾人
就业服务机构进行审核，再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费申报表》和《海
南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确定书》向所属地税部门申报缴纳残
疾人就业保障金。

三、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采取自检自缴的方式，持《残疾
人就业保障金缴费申报表》向所属地税部门申报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
金。

四、2011-2015年欠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保持原来的申报缴纳方
式，先到各级残联部门申报，再向同级地税部门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五、开通网上申报的用人单位可以通过海南省地方税务局门户网
站自行申报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感谢各用人单位长期以来对我们的理解和支持，新版征收模块上
线运行期间，若带来不便请予以谅解。如有疑问，请拨打省残联电话
65353041、纳税服务热线12366，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特此公告
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

2016年11月23日

文昌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公告
海南宇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我局依法查处的你公司未经许

可，擅自建设银河金座小区D区3#楼、6#楼、7#楼一案，现已查处完
毕并对你公司做出如下处罚决定：一、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擅自建设的行为，责令改正，并按房产评估价3#3285.59万元、6#
1448.47万元及7#2790.41万元的9%对海南宇昌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处予罚款，罚款人民币3#295.7031万元、6#130.3623万元、7#
251.1369万元，共计罚款人民币677.2023万元；二、对未取得建筑
工程施工许可证擅自建设的行为，责令改正，并按房产评估价3#
3285.59万元、6#1448.47万元及7#2790.41万元的1.5%对海南宇
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处予罚款，罚款人民币3#49.28385万元、6#
21.72705万元、7#41.85615万元，共计罚款人民币112.8671万元。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我局文综执罚字〔2016〕165号行政处罚
决定书，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局领取行政处罚决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特此通告

文昌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2016年12月5日

海南中天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拖欠昌江黎族自治县国家税务局、
昌江县地方税务局（以下简称昌江县国、地税局）增值税、城建税、教
育费附加等相关税费，经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决定，将海南中天
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矿堆三”铁矿石的处置权移交昌江县国、地税局
共同处理，为保障国家税收利益最大化，昌江县国、地税局，拟于近期
将“矿堆三”铁矿石按照价格孰高原则变卖处置，请有受让意向者予
本公告刊登之日起3天内与我局联系。

联系人：国税 吉承毅 13707596385
地税 杨 文 18889973388

昌江黎族自治县国家税务局 昌江县地方税务局
2016年12月5日

海南中天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所属资产
铁矿石处置公告

海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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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司对涉案财产进行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府
城镇凤翔路凤翔大厦第一层商场1888.1m2商业用房33.33%产权（证
号：海房字第HK072991号），参考价：860万元，竞买保证金300万
元。现将第二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6年12月
21日上午10：00；2、拍卖地点：海口市龙昆北路38号华银大厦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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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0日17：00止，逾期不予办理竞买手续；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
间：以2016年12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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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454890000712；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竞买保证
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过
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拍卖机构电话：0898-31981199
13322006990；法院监督电话：0898-66501619

海南百成信息系统有限公司37.8%股权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612HN0159号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转让海南百成信息系统有限公司37.8%股权。
一、基本情况。海南百成信息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成立于
2006年9月，注册资本为500万元，经营范围：计算机信息系统、网络、
电子通讯产品、自动化设备及相关软、硬件产品的开发、生产施工、集
成、销售及服务等。截止评估基准日2016年3月31日，公司资产总
额评估值855.98万元，负债总额评估值194.25万元，净资产总额评估
值为661.74万元。二、挂牌价不低于250.14万元，公告期为2016年
12月5日至2016年12月30日。详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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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

国有产权（股权）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612HN0160

受委托，现公开挂牌转让海南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
4.25%股权。

一、基本情况：
海南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英利”）成立

于2009年9月，现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25.68亿元。海南英
利是一家专业生产、销售太阳能光伏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
是英利（中国）四大生产实体之一，是在集团本部之外建设
的拥有完整产业链的重要产业基地。公司一期占地面积
272亩，二期占地面积413亩。该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硅太
阳能电池及其相关配套产品，风机及其相关配套产品，热发
电产品，控制器、逆变器、兆瓦级跟踪器的研发、生产、销售；
技术咨询及服务；太阳能光伏电站工程的设计、安装、施
工。截止2015年12月31日评估基准日，海南英利合并口
径资产总额为 5,317,695,472.09 元，负债总额为 3,440,
005,749.4元，净资产为1,877,689,722.69元，其中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1，844，202，081.78元。详情见评估
报告及有关说明。

二、挂牌价格：转让价格不低于人民币13，838万元。
三、公告期为2016年 12月5日至2016年12月30日。
海南英利详情、对受让方的资格要求及条件等请登录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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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26杨先生、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6年 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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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2月4日讯（记者卫
小林）还记得《变形金刚4》吗？它可
是2014年我国上映的一部现象级电

影。记者今天从我省院线业内获悉，
影迷们期待已久的《变形金刚5：最后
的骑士》（简称《变形金刚 5》）已接近

摄制完成，片方日前在上海与《变形金
刚4》中国合作方华桦传媒正式签约
再续前缘，双方将共同推动《变形金刚
5》于2017年暑期档引进我国内地上
映事宜。

据介绍，签约当日，派拉蒙影业公
司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布拉德·格雷、
全球市场及发行总裁梅根·柯立甘、国
际市场及发行总裁尼克·克劳雷，与上
海华桦传媒总经理王克非出席签约仪
式，华桦传媒由此正式成为《变形金刚
5》的中国独家合作伙伴，这意味着我
国影迷有望于2017年暑期档欣赏到
《变形金刚5》。

记者了解到，虽然前三部《变形金
刚》电影分别于2007年、2009年和
2011年推出，并且都在中国上映，但
当时好莱坞大公司并未像现在这样重
视并努力寻求中国合作伙伴。直到
《变形金刚4》2014年上映时，派拉蒙
影业才与华桦传媒达成合作，正是通

过后者的不懈努力，使得《变形金刚
4》在中国内地的票房创下奇迹，以
19.8亿元的总票房，一举打破了《阿凡
达》创下并保持了4年之久的13.78亿
元的票房纪录，不但荣登中国影史票
房冠军宝座，而且达到了中国票房超
越北美票房的惊人成绩。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变形金刚
5》仍然由《变形金刚4》的导演迈克
尔·贝执导，《变形金刚4》的主演马
克·沃尔伯格、彼特·库伦继续保留，另
有伊莎贝拉·莫奈、劳拉·哈德克等好
莱坞明星加盟，北美定档于2017年6
月23日公映。“我们国家完全不用担
心引进问题，因为华桦传媒已经与派
拉蒙签约了，而且前四部都已经引进，
所以根本不用担心《变5》引进问题。”
该人士说，“而且档期很可能会像《变
形金刚4》于2014年6月27日在中国
和北美同步上映一样，《变5》也很可
能与北美同步公映。”

华桦传媒与派拉蒙签约再续前缘

《变形金刚5》定档2017年暑期
本报嘉积12月4日电（记者刘梦晓）电影

《娘子军》近日在红色娘子军的故乡琼海开机。
该片由孟奇执导，故事创意源自芭蕾舞剧

《红色娘子军》舞者在排练时意外受伤昏迷进入
梦境，从而走进了红色娘子军原型之一的女主
人公李香瑜的生命，并演绎了不平凡的故事。

据悉，该片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和跌宕起伏
的故事情节，叙述青年演员刘一含饰演的女主
人公李香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率领一支由
劳动妇女组织起来的“红色娘子军”进行反封建
革命斗争，谱写了一曲巾帼英雄的战地热歌。

电影《娘子军》琼海开机

本报海口12月4日讯（记者陈
蔚林 实习生陈卓斌）由海口市公安局
高校区派出所主办、海南师范大学承
办的首届“平安高校杯”高校安全主题
微电影大赛已渐入尾声，紧扣安全主
题的23部短片激战正酣。

本次大赛一经举办，就吸引了包
括海南师范大学在内的5所海南高校
师生踊跃参与，经初选，共有《平安高
校故事会》等23部作品入围决赛，目
前正处于紧张的专家评分阶段。

据悉，本次主题为“平安相伴、快
乐随行”的微电影大赛，自今年5月20
日启动初选以来，共征得30余部涵盖

校园交通、消防、治安等内容的原创微
电影作品，重点突出了社会普遍关注
的“大学生如何预防网络诈骗”“严禁
在校内组织非法‘同乡会’”“杜绝校园
暴力”等问题，并以短小精悍、极富正
能量的特点，在师生间广泛传播，积极
助推安全意识深入大学生心灵。

记者了解到，本次大赛将分设一、
二、三等奖和优秀组织奖，并综合各参
赛作品的艺术质量、作品时长、警示作
用，以及各高校上交的优秀作品质量
及数量等因素进行评选。此外，获奖
作品还将作为桂林洋高校区的安全工
作宣传片，定期在网络上进行展播。

首届“平安高校杯”微电影大赛进入尾声

23部短片助力校园安全宣传
如今，VR（虚拟现实技术）激起

的变革已经影响到影视、游戏、医疗
等众多产业，业内专家也就“VR 电
影”的发展方向给出了思考，提出互
动性是“VR电影”的特性，但也要谨
防虚火。

戴上VR眼镜、坐在特制的座椅
上，沉浸在眼前的画面中玩一次刺激
的过山车……这样的体验，如今越来
越多地出现在电影院、VR线下体验
店等地方，不少人甚至打起了“VR电
影”“VR影院”的招牌。

“这只是利用了VR的噱头，360
度的画面和会动的椅子不是‘VR电
影’的全部。”上海逖偲高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销售部总监徐征夏说，当VR
与电影深度结合，观众将获得的是颠
覆性的观影体验。

目前，VR处于电影制作的末端，
即先完成电影剧本和制作，再加入
VR。“这种模式使得VR容易成为一
个附加品或营销概念，限制了‘VR电
影’内容的创作。”美国Reel FX动画
工作室的创始人查克·佩尔说。同时，
基于VR技术现阶段的水平和沉浸式
体验的特点，“VR电影”适合表现的题
材有限，目前仅停留在能表现视觉冲
击力的惊悚类为主。未来的发展趋势
是从剧本设计阶段开始，就将VR这种
特殊的呈现方式考虑在内，让VR真正

融入电影内容创作，打破题材限制，同
时让观众真正进入电影营造的“现
实”，与情节互动起来。

华容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
创始人祁少华说，目前已有增加互动
效果的“VR电影”，但受到技术限制，
互动只停留在技巧层面，并不能让观
众作为角色进入到故事的起承转合
中。当技术成熟后，游戏和电影将通
过VR技术结合，在一些段落保留传
统封闭式叙事的模式，另一些段落则
加入游戏化的角色进行互动，来改变
电影结局。

记者 蔡馨逸
（据新华社电）

“VR电影”要防虚火

英剧《爆米花》在京排演
据新华社电（记者白瀛）国家话剧院排演

的英国剧作家本·爱尔顿作品《爆米花》将于12
月16日在国话先锋剧场首演。该剧通过紧张
刺激的绑架喜剧故事，旨在批判“娱乐至死”的
生活态度，并对文艺从业者社会责任进行思考。

导演刘丹介绍，该剧讲述好莱坞著名导演
布鲁斯在奥斯卡颁奖夜前后发生的一连串荒谬
离奇事件，最终导致一场令人震惊和战栗的杀
戮惨剧发生，揭示了伴随着信息爆炸、文化井喷
等一系列社会现象，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娱乐
至死”的生活态度，由此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隐
患和现实问题。

马克·沃尔伯格（右一）在拍摄《变形金刚5》中的高难度戏份

《你的名字》为什么火？
三大因素促票房夺冠

本报海口12月4日讯（记者卫小林）日本
动画片《你的名字》在我国上映两天票房2亿
元，是何原因这么火？记者今天采访海南院线
业内人士获悉，是三大因素使该片票房火爆。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第一大因素是朋友圈
促销起到了大作用。“我这几天每天都在朋友圈
看到几条有关《你的名字》的文章，说明片方和
宣传方在自媒体宣传上投入了很大力度，不然
影迷不会齐刷刷涌进影院。”该人士说。第二大
因素是影片整体质量的确较高，导演新海诚名
气也较大，加上剧本基础扎实，营造的情感让影
迷落泪，使朋友圈营销口碑向好。“我认为第三
大因素还是日本动画长期在中国积累了较高人
气，虽然画面比好莱坞动画嫌差，但影迷并不嫌
弃，片中的东方气息也很讨中国影迷喜欢。”

劳拉·哈德克在《变形金刚5》片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