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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揭晓

聚焦金球奖

引进片配额与分账协议将重新谈判

好莱坞电影在华市场
进入关键之年

励志电影《爱乐之城》1片7奖
据新华社洛杉矶 1 月 8 日电 第
74 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 8 日晚间
在洛杉矶揭晓，美国影片《爱乐之城》
7 提 7 中，成为最大的赢家。此前获得
6 项提名的《月光男孩》，最终只斩获
剧情类最佳影片一奖。
《爱乐之城》此前获喜剧／歌舞片
类最佳影片、女主角、男主角、导演、编
剧、
原创配乐和原创歌曲7项提名，
最终
全部获奖，
在本届金球奖上出尽风头。
《爱乐之城》以大场面长镜头歌舞
段落开篇，是导演达米安·沙泽勒从独
立影片到好莱坞类型片的跨越之作，

这部耗时数年打造的影片，对画面和
音乐的运用、场景的选取、故事的叙事
方式以及节奏的把控都受到好评。
沙泽勒同时任本片编剧，瑞安·戈
斯林和艾玛·斯通分饰男女主角。在
2016 年 9 月举行的第 73 届威尼斯电
影节上，艾玛·斯通还凭借此片获得最
佳女演员奖。
最佳原创配乐和最佳原创歌曲两
个音乐奖项也实至名归。获奖歌曲
《星星之城》由导演沙泽勒的好友、作
曲家贾斯廷·赫维茨与另外两名作曲
家合作创作，由男主演戈斯林演唱。

相关链接

《爱乐之城》剧情简介
故事发生在洛杉矶，
寂寥小
演员米娅的志向是女演员兼剧
作家，
她沉迷老电影明星。在华
纳片场当咖啡师期间，
她经常翘
班去试镜，如果真接到戏，
哪怕
再小的角色，
她也会欣喜若狂。
塞巴斯蒂安是一名系丝绸领带
的爵士钢琴师，对艺术也有着
近乎洁癖的追求。他想开间俱
乐部，但他所痴迷的音乐更适
合博物馆，几乎没人愿花钱去
听。为了生存，他违心加入了
一支流行爵士乐队，在尖叫的
观众面前摆弄音乐合成器。同
样追求梦想的两个人，在这座
城市相遇，在唱唱跳跳中坠入
爱河，相互慰藉，一起追求梦
想。但在逐渐达成梦想的同时，
艺术与商业、
梦想与现实之间的
朦胧博弈，
令两人的情感也面临
抉择和考验，
在经历了一系列挫
折、分歧之后，两人彼此鼓励对
方不要放弃梦想……

电影类
最佳剧情类影片：
《月光男孩》

第74 届
金球奖
获奖名单

2017 年新春，由卢卡斯影业出品、迪士尼
影业发行的好莱坞大片《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
号》登陆中国 380 多家 IMAX 影院。对中国市
场日益看重的好莱坞，新年影片来势凶猛。
2017 年，
是好莱坞进军中国的关键之年。
2016 年，我国已扩大外国片引进配额——
从往年 34 部增加到 39 部。2017 年，中美还将
对 2012 年达成的引进片配额与分账协议进行
重新谈判。好莱坞电影公司对此寄予厚望。
回顾 2016 年，好莱坞大片在中国的表现有
喜有忧。一方面，去年中国票房最高的 15 部电
影中，7 部是好莱坞出品。
《疯狂动物城》
《魔兽》
《美国队长》
《奇幻森林》
《星球大战》
《X 战警》等
都收获不俗票房。另一方面，好莱坞创造力已
显枯竭，层出不穷的续集、续集之续集、前传和
外传，
已令中国观众略感审美疲劳。
2017 年，好莱坞仍将把“旧瓶装新酒”战略
进行下去——《变形金刚》
《速度与激情》
《银河
护卫队》
《加勒比海盗》
《猩球崛起》等的续集将
蜂拥而来，在中国市场吸金。
随着中国电影市场日趋成熟，中国观众变
得越来越挑剔，不再像以前那样盲目为好莱坞
电影捧场。一位电影界人士认为，好莱坞大片
在中国遭遇审美疲劳，而中国本土影片也进入
品质瓶颈期，两者的竞争关系在 2017 年可能进
入
“相持阶段”。
竞争之余，中美电影界携手共进也令人期
待。2016 年，中国电影人主投、参投了不少好
莱坞影片，包括《功夫熊猫》
《卧虎藏龙》
《魔兽》
《谍影重重》
《星际迷航》
《血战钢锯岭》。这一势
头在 2017 年将继续保持。
记者 孙丽萍
（据新华社上海 1 月 9 日电）

最佳喜剧／歌舞片类影片：
《爱乐之城》
最佳剧情类男主角：卡西·阿弗莱克（
《海边的曼彻斯特》
）
最佳剧情类女主角：伊莎贝尔·于佩尔（
《她》
）
最佳喜剧／歌舞片类男主角：瑞安·戈斯林（
《爱乐之城》
）
最佳喜剧／歌舞片类女主角：艾玛·斯通（
《爱乐之城》
）
最佳导演：
达米安·沙泽勒（
《爱乐之城》
）
最佳男配角：
阿伦·泰勒－约翰逊（
《夜行动物》
）
最佳女配角：
维奥拉·戴维斯（
《藩篱》
）
《爱 乐 之 城》中 的
励志男女主人公

最佳编剧：
达米安·沙泽勒（
《爱乐之城》
）
最佳外语片：
《她》
（法国）
最佳动画片：
《疯狂动物城》
最佳原创配乐：贾斯廷·赫维茨（
《爱乐之城》
）
最佳原创歌曲：
《星星之城》
（
《爱乐之城》
）

电视类
剧情类最佳剧集：
《王冠》

星爷徒弟又拍新片了
卢正雨喜剧电影《绝世高手》定档

喜剧类最佳剧集：
《亚特兰大》

终身成就奖

获奖最多 口碑爆棚 传为神片

梅里尔·斯特里普

往届金球奖最高纪录多少？
已有5部影片获过“1片5奖”
本报讯 往届金球奖基本呈现出
平分大奖态势，除少数影片能夺 2 座
或 2 座以上奖杯外，多数影片都是“一
球”在手，多了没有。以 2016 年为例，
除《荒野猎人》和《火星救援》外，其他
9 个奖项，
被平均分给了 9 部影片。
然而今年的《爱乐之城》却打破传
统，创下了金球奖历史——1 片 7 项提
名全部中奖，成为金球奖 74 年历史上
在同届评奖中 1 片获奖最多的影片。

金球奖此前最高的纪录是“1 片 5
奖”，共有 5 部影片获此成就，它们分
别是 1966 年的《日瓦戈医生》，1971
年的《爱情故事》，1973 年的《教父》，
1976 年的《飞越疯人院》和 1977 年的
《一个明星的诞生》。其中，
《飞越疯人
院》曾是唯一一部同时拿下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和最佳编剧
五项“核心大奖”的作品，至今终于被
《爱乐之城》超越。
（钟新）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注销海口市国用（2011）第 011134 号
土地登记和补发不动产权证书的通告
海土资籍字[2016]272 号
海航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向我局申请补发位于海口大英山新城市
中心区 D11-2 地块、土地面积为 3311.38 平方米宗地的不动产权证
书。经调查，该单位持有的海口市国用（2011）第 011134 号《国有土
地使用证》已登报挂失，现通告注销该证项下土地登记，上述土地证
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凡对此有异议，请自通告之日起十五天内向我
局地籍管理处提出书面申诉，逾期无异议，我局将依法给该公司补发
上述宗地的不动产权证书。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6 年 11 月 2 日
（联系人：王女士，电话：
68720582）

海南丰泽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6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各位股东：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现定于 2017 年 1 月 25
日（星期三）召开本公司 2016 年度股东会，现将有关会议通知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1、召开时间：2017 年 1 月 25 日；2、召开地点：海
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 2 号帝豪大厦 12 楼会议室；3、召开方式：现场
召开；4、主持人：李晓峰。二、会议出席人。本次会议的出席对象为
公司全体股东，公司董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会议。三、会议审议事
项。1、审议公司经营情况报告；2、审议公司财务报告；3、审议公司
2017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4、审议关于公司部分股东名称变更的议

海南影迷有望看到《爱乐之城》
本报海口 1 月 9 日讯 （记者卫
小林）今天凌晨，第 74 届美国电影
电视金球奖在洛杉矶揭晓，获奖大
热影片《爱乐之城》以 7 提 7 中横扫
金球奖成为最大赢家。记者今天下
午从我省院线业内获悉，国内电影
公司早已相中此片，因为它是目前
为止 2016 年度获奖最多、口碑爆棚
并被传为神片的好莱坞品质佳片，
该片引进事宜目前正在进行，海南
影迷很快就能看到该片。
据介绍，
《爱乐之城》于 2016 年
8 月 31 日亮相威尼斯电影节作全球

首映，北美 2016 年 12 月 25 日才正
式公映。在此次金球奖斩获喜剧片
类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
角、最佳女主角等 7 项大奖后，该片
已 累 计 在 全 球 获 得 了 100 多 个 奖
项，包括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女主角
奖，多伦多电影节人民选择奖、评论
家选择奖最佳影片奖，美国四大影
评人协会奖等，被海外媒体、影评人
集体点赞称为年度神片。著名电影
网站烂番茄网更为其给出了新鲜度
93%的超高好评。这一系列创造好
莱坞电影历史的大奖，为《爱乐之

遗失声明
三亚创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42 台赛拉图出租车
以下证件：车用压缩天然气钢质内胆环向缠绕气瓶合格证、气瓶检
验合格证、车用气瓶安装监督检验证书、车用气瓶 CNG 气瓶安装报
告、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气瓶号如下：
CF029047、CF029107 、CF029017、CF029156、CF029023、CF029087、
CF029092、CF029009、CF029102、CF029191、CF029133、CF029110、
CF029171、CF029106、CF029032、CF029090、CF029115、CF029173、
CF029098、CF029109、CF029175、CF023056、CF023116、CF024116、
CF023092、CF024137、CF023094、CF023045、CF023075、CF023138、
CF024090、CF023018、CF023091、CF024036、CF024109、CF023163、
CF023099、CF024165、CF023133、CF024010、CF023103、CF023185。
以上证件自登报之日起，如因他人非法使用造成的任何损失，
本公司概不承担责任。特此声明！
三亚创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17 年 1 月 9 日
案；5、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6、审议关于调整公司董监事
成员的议案；7、审议“华闻•丰泽长寿文化园”项目围墙封闭和沙土
路改道工程建设借款事宜的报告；8、丰泽园项目定位的研究及概念
性规划思路的汇报。四、注意事项。公司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
或者法定代表人授权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能够证明其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的，该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法人股东单位的
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需载明授权范
围。五、会议联系方式。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 2 号帝豪
大 厦 12 楼 。 联 系 人 ：白 托 雅 。 联 系 电 话 ：0898- 68580212
13034900588。电子邮箱：450528775@qq.com 特此通知！
海南丰泽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17 年 1 月 9 日

澄迈县国土资源局关于拍卖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 澄国土资告字〔2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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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编号

位置

27010201440

老城经济开发区
欣龙路北路 1.3 公
里处西侧地段

面积(公顷) 使用年限
0.7552

50 年

用途
医卫慈
善用地

容积率 建筑密度 建筑限高 绿地率 拍卖起始价(万元) 保证金(万元)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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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月16日至2017年2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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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7日下午17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本次

■■■■■

本报海口 1 月 9 日讯 （记者卫小林）从星
爷影迷上升为星爷徒弟的电影编导卢正雨又拍
新片了，记者今天从我省院线业内获悉，他的最
新喜剧电影《绝世高手》日前定档，将于 7 月在
我省与全国院线同步上映。
据介绍，卢正雨从周星驰影迷升格为徒弟
后，曾经参与过星爷的《西游·降魔篇》拍摄，后
来又和星爷联合编剧过《美人鱼》。
《绝世高手》
作为他自编自导自演的最新喜剧电影，男女主
演邀请了范伟、陈冲、郭采洁、蔡国庆，另有孔连
顺、黄龄、杨迪、柯达、艾伦等人助阵演出。该片
原定今年农历大年初一上映，但由于后期制作
时间较长，无法赶上春节档期，
因此正式定档于
7 月份上映。
记者了解到，
《绝世高手》是一部美食喜剧
电影，描写混混卢小鱼在一次执行破坏任务过
程中，
偶遇大大咧咧的吃货小曼，
小鱼顺势利用
小曼去完成了他的任务，但从此卷入美食江湖，
见识了各种光怪陆离的烹饪绝技，也被多位厨
房高手的真诚敬业感化，此后渐渐走上了充满
正能量的生活之路。

≤25%

≤80 米

≥45%

560

336

备注
地 块 按
现 状 条
件出让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会时间：
2017年2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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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月内必须缴纳不低于出让价
款 60%的首付款，余额按出让合同的约定的时间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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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 月 10 日

城》带来了极高美誉度，因而引起了
国内电影公司极大关注。
据悉，
《爱乐之城》导演达米安·
沙泽勒还是本片编剧，该片也是他
执导的第二部故事长片，因此他一
人就独得了两个单项奖。他在片中
讲述了一对青年男女共同追逐艺术
梦想的故事，让观众深受感动，既使
名不见经传的男演员瑞安·戈斯林
一举斩获本届金球奖影帝桂冠，也
让曾精彩出演《鸟人》的艾玛·斯通，
这次终于把 2015 年错过的奥斯卡
影后用金球影后进行了弥补。

海南中和（集团）有限公司住宅楼
项目建筑设计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海南中和（集团）有限公司开发的住宅楼项目位于海甸岛沿江五
路白沙园，现状为 1 栋地上 3 层住宅楼，已取得房产证，属拆除重建，
现建设单位拟新建 1 栋地上 3 层的住宅楼，总建筑面积 395.68 平方
米，送审方案占地面积及总建筑面积符合房产证面积，且退线、间距

与现状一致。考虑到项目属白沙园小区，为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和
建议，现按程序予以规划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 个工作日（2017
年 1 月 10 日至 1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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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滨路市
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 15 号楼 2056 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建筑技术审
查处，邮编 57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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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724371，
联系人：
陈兴。
海口市规划局 2017 年 1 月 10 日

琼海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琼海告字[2017]1 号
经琼海市人民政府批准，琼海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下列两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地块名称

面积
（m2）

土地位置

土地
用途

琼海市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
医卫慈善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35005
游先行区 09-2 号-1 地块
用地
琼海市潭门渔港 F-02 号地块 博鳌海滨大道潭门大桥西侧
4002 科研用地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
请参加（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仅限单独申请，不接受联合申
请。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报价最高且不低于底
价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四、申请人可于 2017 年 1 月 20 日至 2017 年
2 月 13 日到琼海市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或海南省政府服务中心
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2 号）查询和获取挂牌出让文件。五、申
请人可于 2017 年 1 月 20 日至 2017 年 2 月 13 日到琼海市土地储备
整理交易中心提交书面申请（或海南省政府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 22 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到账截止时间为 2017 年 2
月 13 日下午 17 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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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2 月 14 日下午 17 时前确认其竞买资
格。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

规划指标要求
投资强度 开发期限 竞买保证
出让
（万元/亩）
年限 容积率 绿地率 建筑
（年） 金（万元）
密度
50
50

≤1.0
≤0.8

≥50% ≤15%
≥30

≤40

≥500

≥91.71

2

3600

2

240

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挂牌时间为：1.起始时
间：2017 年 2 月 4 日上午 9 时整。2.截止时间：2017 年 2 月 15 日下午
16 时整。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1.本次挂牌出让实施机构为琼
海市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详细情况请登录：http://www.landchina.com、www.ggzy.hi.gov.cn、www.hnlmmarket.com。本次
挂牌事项如有变更，将在以上网站公告，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2.本
次挂牌出让竞买报价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电子邮件、口头
等方式报价，节假日不受理报名、报价。八、联系方式。联系地址：
琼海市金海北路 39 号。联系电话：0898-62811911、65303602。联
系人：蔡先生、李先生。九、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挂牌出让文件，该
文件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琼海市国土资源局
2017 年 1 月 10 日

澄迈县国土资源局关于拍卖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澄国土资告字〔2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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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编号

位置

27010201510

老城经济开发区
北 一 环 路 1.8 公
里处北侧地段

面积(公顷) 使用年限
2.9187

50 年

用途
医卫慈
善用地

容积率 建筑密度 建筑限高 绿地率 拍卖起始价(万元) 保证金(万元)
≤2.0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
二、竞买人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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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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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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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月
16日至2017年2月7日下午17时整（北京时间）。五、
资格确认、
拍卖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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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地点：

■■■■■

≤25%

≤80 米

≥45%

2342

1406

备注
地块按
现状条
件出让

2017年2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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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2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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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内必须缴纳不低于出让价款 60%的首付款，
余额按出
让合同的约定的时间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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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 月 10 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