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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鼎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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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司对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
海秀大道顺发新村A2-3-2栋 102房(证号:HK118770号，建筑面积:
115.83m2)参考价：42.1488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A2-3-2栋402
房(证号:HK118764号，建筑面积:126.99m2)参考价：52.6824万元，竞
买保证金 10万元；A2-3-2栋 502房(证号:HK118774号，建筑面积:
121.54m2)参考价：50.8608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位于海口市金濂
路 1号锦绣京江小区 7区 19栋房产(证号:HK044189号，建筑面积:
317.42m2)参考价：328.9176万元，竞买保证金80万元。现将第三次拍
卖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6年12月29日10:00；2、拍卖地点：海
口市国贸大道申亚大厦25层北；3、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
日起至2016年12月28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4、收取竞
买保证金时间：2016年12 月27日17:00前到帐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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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454890000449；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6）
海中法拍委字第125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
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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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8585002、68585005；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21690

2017海博会大型拍卖会
拍品征集公告

受“第二届海南国际旅游贸易博览会”组委会等相关部门委托

我们将于2017年1月14日-1月15日在海南省三亚市美丽之冠大

树酒店举办“2017海博会大型拍卖会”（海南国际旅游贸易博览会

是大型展会，上届客流量达20万人次），现对社会公开征集拍品。

征集时间：公告之日起至12月27日止。

征集范围：旅游房地产、游艇、房车、海南特色（品牌）商品、沉香

花梨、降真香、珠宝翡翠、陈年老酒、中国书画、名表、紫砂器、工艺品

杂项等。

征集程序：有意者请准备好拍品高清图片及有关文字资料（如

作者姓名、年代、作品名称、释文、款识、钤印、尺寸）直接洽谈咨询。

承办方：海南金鼎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滨海新村588号

海景湾大厦主楼 20 层 联系人：刘先生 15091991408 马先生

13876355557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申亚大厦

2003室 联系人：张先生 13807593991

海南和运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大同路36号华能大厦

21层B座 联系人：吴先生13876266829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59号正昊大厦

22楼G 联系人：颜先生：18976343313

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国贸北路金融

花园A座1-2层 联系人：欧阳先生1397611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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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报名公告
一、采购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二、项目名称：海南省农行营业网点建筑工程设计单位。
三、供应商资质要求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二）具有建设部颁发的建筑工程设计乙级以上资质。
（三）承接过金融机构营业网点设计项目，具有金融机构

营业网点设计经验。
（四）依法纳税和缴纳社保，无不良经营记录。
四、报名资料：单位介绍信、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

副本、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相关资质证书（以上证
书查原件，收加盖公章复印件）。

五、报名时间：见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
六、报名地点：海口市滨海大道26号农行海南省分行办

公楼11层集中采购办公室。
七、联系人：苏女士
八、联系电话：0898—66796191。

招标公告
美舍河-沙坡水库水体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监理标，招标方式

为公开招标。一、项目概况：该项目包括建设4.0万m3/d沙坡污水

处理厂及其配套管网、美舍河沿线截污工程、沙坡水库及美舍河生

态修复工程、沙坡水库及美舍河滨河生态景观工程、信息化监控系

统工程、资源回收利用工程等。招标范围：工程施工阶段、保修阶

段全过程的监理。二、投标人资格：具备工程监理综合资质，拟派
项目总监具有在本单位注册的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三、招
标文件获取：请于2016年12月09日 至2016年12月28日每日上
午08：30至12：00，下午14：30至17：00登陆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
网（www.hkcein.com）电子招标专区报名及下载招标文件。四、
招标代理机构：中经国际招标集团有限公司，陈工 0898-
689606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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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招租
1、招租单位：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2、招租房屋：位于海口市金贸中路7号一层临街铺面，

总面积约702.55平方米。

3、承租资格：单位须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原件备查），

法人身份证原件、法人授权书；自然人须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原件备查）。

4、房屋出租期限：叁年。

5、承租用途：限于餐饮业和歌舞厅、网吧等娱乐业之外

使用或经营。

6、招租报名截止时间：2016年12月16日。

联系人：马先生 电 话：65389939 13907562855

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记者卫
小林）讲述表演系大学生人生历练的
青春片《纯洁心灵·逐梦演艺圈》（简称

《纯洁心灵》）日前正式定档，将于
2017年2月17日在海南与全国各大
院线同步上映，这是记者今天从我省
院线业内获悉的。

据介绍，该片由北京大学博士毕
业生毕志飞编剧并导演，剧组已在北
大启动了全国万里行活动，旨在用3
个月时间，以史上最大规模的路演，走
遍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

记者了解到，《纯洁心灵》是一部
讲述表演系大学生从学业到就业等人
生经历的青春片，对于公众感兴趣的演
艺圈生活将有不少涉及。影片讲述海

亚影视学院表演系2010级本科班上，
虽然17个学生家庭背景、成长经历、性
格脾气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有澎湃的
热情，朝气蓬勃的青春，都在为美好的
演艺梦想而努力奋斗着……

■ 冯巍

已经两度斩获奥斯卡最佳导演
和最佳影片奖的克林特·伊斯特伍
德，在 86 岁高龄又执导了《萨利机
长》。能不能三捧奥斯卡奖姑且不
说，单就该片在中国上映三天全国票
房才 3600 多万元的“窘境”而论，说
明它在中国是缺少观众缘的。

然而，该片在美国连映 6 周，前
两周都是票房冠军，后四周也一直未
跌出票房排行榜前十名，6周收获1.2
亿美元，应该说是很受欢迎的。那么
问题来了，这样的影片，为什么在我

国的票房却不高？
依笔者看，最大原因是该片并未

拍成中国观众已经看惯了的“大片”
类型，才造成影迷没看到想看的“亮
点”，使得票房大受影响。

以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身份，
他既不可能把这个题材拍成惊悚片，
也不可能拍成灾难片，他最终呈现
给影迷的是一部社会问题片：萨利机
长成功迫降了故障飞机，却受到调
查、怀疑甚至指责，这些社会“不公”
来自哪里，才是导演想要表达的。因
为只有这样处理，才让影片脱离了低
级趣味的猎奇追求或感观刺激。而
深刻揭露一个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
是任何有追求的导演都想做到的。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做到了，而且美

国电影长年来培养了多类影迷，他们
对这种正说影片也很欣赏，因此该片
的北美票房令人满意。

但是，我国影迷却对这类正说影
片提不起太多兴趣，多年来钟情感观
刺激比较强烈的进口大片的欣赏习
惯，也一时难以改变。为此，冯小刚
就曾气愤地表示过，他用心拍摄的

《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等都很
想探讨一些社会问题，可是影片越严
肃，票房越低。相反，有些“胡说八
道”的戏说影片，往往却观众成群，甚
至票房收入奇高。当然，谁也无可奈
何，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所幸观众心理正在变化，今年票
房下调便证明，影迷对大片的猎奇心
态已降低，以后，正说影片会有市场。

灯笼椒

本报三亚12月 11日电 （记者
林诗婷）轻舞霓裳，华服熠熠。12月
10日晚，第24届新丝路中国模特大
赛总决赛在三亚落下帷幕，从国内外
18个赛区脱颖而出的60位选手惊艳
亮相，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生港帅、
关思宇以精彩演绎分获本届大赛男、
女模特冠军。

时隔三年，本届新丝路中国模特
大赛作为“2016三亚国际时尚周”的
压轴活动，携新丝路品牌再度回归三
亚。大赛吸引了来自国内外18个赛
区，包括加拿大、斯洛文尼亚和东南

亚等国家及地区的选手参赛，是国内
时尚界公认的规模大、水准高、影响
力强的权威赛事。

总决赛当晚，经过“超模训练营”
及一系列考核而晋级的60位参赛选
手炫丽登场，带来了“开场装”“活力
装”“泳装”和“晚装”四个环节的精彩
展示，为观众呈上了一场融合时尚、健
康与活力的精湛演绎，选手们专业的
展现，博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

经过四轮激烈比拼，60位选手
尽展当代中国模特“健康生活”“乐活
时尚”的积极态度。最终，53号选手

生港帅和2号选手关思宇分别摘得
本届大赛男、女模特冠军。

“三亚以独特自然环境及逐渐成
熟的服务体系，每年都吸引了百余场
国内外文体赛事和展览展会落地，有
力助推了三亚‘美丽经济’和会展经
济等一系列新兴产业的质效提升，将
有力促进国际化‘时尚之都’‘健康胜
地’的鹿城名片的塑造。”三亚市副市
长许振凌说。

“海南古镇名镇”丛书推出第一册

《火山人家》推介石山镇

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记者尤梦瑜 实
习生林敏）今天上午，由海南出版社出版，该社
资深编辑王振德创作，梅志强等人摄影的“海南
古镇名镇”丛书第一册——介绍“石山镇”的长
篇文化散文集《火山人家》新书首发式在海口美
社村举行。在充满历史感的私塾内，王振德与
数十位读者齐聚一堂，交流创作心得。

作为该系列丛书的第一册，王振德将目光
聚焦于世世代代居住在海口火山口附近的村
民，他与图片摄影梅志强耗时近一年时间，分别
深入美社村、昌道村等村落，探寻这里的祭祀信
仰、建筑、美食、人物等方方面面，最终形成了这
本图文并茂的长篇文化散文集。

据悉，丛书采用“一镇一书”形式，将为读者
讲述海南乡镇悠久的历史文化。第一册《火山
人家》也入选我省2016年重点图书。接下来，
该社还将陆续推出多个古镇名镇的评介书籍。
值得一提的是，在丛书后续工作中，出版社还将
引入移动端与纸质书相结合的形式，力求多层
面、立体地展现海南古镇名镇的魅力。

悬疑剧《暧昧侦探》热拍

本报讯 青春悬疑喜剧《暧昧侦探》日前在
江苏无锡开机，现正在上海火热拍摄中。

据介绍，该剧由仓颉影视、马上影业、龙源
影视联合出品，喻瀚湫导演，冉旭、叶青领衔主
演，邢恩、姚一奇、郑楚一、毛娅绮、李家成等国
内外实力演员助阵。12月12日，剧组将曝光
暗黑系海报，让剧中部分故事线索稍露端倪。

《暧昧侦探》是一部将民国背景与校园青
春、犯罪推理相结合的新式悬疑喜剧，主要讲述
民国时期圣城大学校长离奇死亡后，以陈曦、裴
岩、宫紫与武英俊四名学生为主的侦探小队，在
圣城市如何破获一个个迷案的故事。

凭《步步惊心》走红的俏花旦叶青，这次将一
改往日温柔的形象，在剧中成了“暴力担当”；电影
《初恋未满》男主角冉旭，在本剧中也形象大反转，
不走暖男路线，出演了一个高智商的神探形象。

据悉，该剧将于明年1月杀青。 （钟新）

聚焦表演系大学生人生历练

青春片《纯洁心灵》定档
《萨利机长》为何缺少观众缘？

新丝路中国模特大赛三亚落幕
生港帅、关思宇分获男女冠军

《纯洁心灵·逐梦演艺圈》剧照

➡ 生港帅(左)关思宇分获男、
女模特冠军。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