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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1、项目名称
1. Project name
海南省儋州市滨海新区概念规划暨核心区城
市设计
Conceptual Planning of Binhai New District and
Core Urban Design of Danzhou, Hainan Province
2、项目范围
2. Project scope
项目范围由概念规划范围和核心区城市设计
范围两部分组成。
The project scope consists of two parts: scope of
conceptual planning and scope of core urban
design (see the picture for details).
3、工作内容
3. Scope of Work
本次招标的工作任务包括新区概念规划、核
心区城市设计两部分内容。
The task of this bidding includes two parts: the
conceptual planning and core urban design of
Binhai New District.

一、联系方式
XIII. Contact information
（承办单位联系方式）
(Contact information of organizer)
承办单位：儋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Organizer: Danzhou Municipal Housing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Bureau.
地址：海南省儋州市中兴大道新市委办公大
楼6楼605室
Address: 605 Room , 6F, New Office building of
Municipal Committee, Zhongxing Avenue,
Danzhou, Hainan
邮政编码:571700
Post code: 571700
联系人：柳诗
Contacts: Liu Shi
电话：18898959550 / 0898-23322769
Tel : 18898959550/ 0898-23322769
传真：0898-23325002
Fax : 0898-23325002

邮箱：L13876483841@126.com
E-mail: L13876483841@126.com
（招标代理机构联系方式）
(Contact information of bidding agency)
招标代理机构：湖南中投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Bidding agency: Hunan Zhongtou project
management co. LTD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世贸中心F座805
Address：F block 805, World Trade Center,
Longhua District, Haikou City, Hainan Province
邮政编码：570000
Post code: 570000
联系人：袁飞
Contacts:Yuan Fei
联系电话：0898-68500454/13518881466
Contact number: 0898-68500454/13518881466
传真：0898-68500454
Fax: 0898-68500454
邮箱：2837590096@qq.com
E-mail: 2837590096@qq.com

海南省儋州市滨海新区概念规划
Conceptual Planning of Binhai New District

暨核心区城市设计
and Core Urban Design of Danzhou, Hainan Province

国际招标
International Bidding

海口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三期扩建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告（第二次）
海口中电第二环保发电有限公司委托湖南葆华环保有限公司编

制的《海口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三期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已
基本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现开展环境影响
公众参与工作，请项目周边的居民、村委及关心本项目的社会各界人
士登陆网站（网址：http://www.laocheng.gov.cn/）查询下载环评
报告书简本，公众可根据如下联系方式将意见反馈给建设单位和环评
单位。公示期限：自本信息公开后10个工作日。建设单位：海口中电第
二环保发电有限公司；地址：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富音南路；联系
人：王先生；电话：13647558101；E-mail：345544049@qq.com；
mailto:2891318786@qq.com；评价单位：湖南葆华环保有限公司；地
址：湖南省长沙市井奎路12号；联 系 人：马工；电话：15889934318；
mailto:hlsgzdc@163.com；E-mail：185845004@qq.com；

海口中电第二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24日

受委托，定于2017年11月2日上午9时在我司拍卖厅按现状净
价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民生西路28号悠生海华小区地下停车位：
12-14号，16-26号，31-59号，63-100号，102-103号。参考价：
13.8万/个，竞买保证金人民币5万元。

一、拍卖地点：海口市紫荆路11号紫荆花园1区2栋20B号房；
二、标的展示时间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自见报日起至2017年11月
1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三、收取保证金时间：2017
年11月1日17:00前；以款到账为准；收取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基
石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海南省分行营业部；账号：
21-100001040001981；四、缴款用途须填明：竞买保证金（如代缴
须注明代某某缴款）；五、特别说明：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过户手续
由买受人自行办理，过户的税，费全部由买受人承担。

联系人：高先生 0898-68529016 18789265668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8582221

海南基石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71102期）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海土资龙华字[2017]2769号
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和《海南省加快

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我局已将海
南华山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持有的市国规[1989]698号用地批文
项下分摊的164.8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确权给何冬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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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决定注销市国规[1989]698号用地批文项下分摊的
164.8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登记。

特此通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10月12日

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和《海南省加快积

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我局已将海南华

山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持有的市国规【1989】698号用地批文项下

分摊的163.7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确权给邢益宝，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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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注销市国规《1989》698号用地批文项下分摊的163.79平方

米土地使用权登记。

特此公告

海 口 市 国 土 资 源 局

关于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海土资龙华字【2017】2770号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10月12日

闯海人协会顾问、资深闯海人范建民先生因病医治无效，
于2017年10月22日上午7:20去世，享年63岁。范建民先生
是海南建省办大特区期间涌现的最具代表性的闯海人之一，曾
为海南的开发建设做出过突出贡献。为了隆重追悼范建民先
生，治丧委员会决定于2017年10月26日13:00在海囗殡仪
馆碧海厅召开范建民先生追悼会。

范建明先生治丧委员会成员：
冯仑、王功权、李康、梁春晓、蒋会成、封义、彭正平、李国

强、陶晓明、袁军、刘文军、曾辉、陈宁、刘军、王志刚、冯川建、冯
磊、李宏、杨叶、伍继延、蒋国建、易强、赵昕胤、勾芍人、张方、徐

涛、姚青山、鞠志刚、梁莉、东方骏、刘安利、马良、高阁、李明辉、马云
龙、张泽建、杨庆勇、黄杰、黄美萍、张铎耀、李亚静、朱燕、徐国定、秦
金虎、曾辉、王太喜、解永军……

秘书长：吴世平 执行秘书长：王予、杨育萍
欢迎微信，转账捐助：
开户银行：工行海口龙华下路支行；账户：海口市闯海人交流合

作协会；账号：2201 0228 0920 0052 014
追悼会大巴集合地点：南大桥西侧赛仑吉地大酒

店大堂大门
发车时间：10月26日12:00

讣

告

本报海口10月25日讯（记者卫
小林）今天下午，引进自好莱坞的科幻
灾难动作电影《全球风暴》，在海口万
达影城日月广场店IMAX厅举行海
南地区提前观影会，为该片10月27
日正式上映提前预热。

记者现场看到，下午3时许，大约
三四百位影迷齐聚影厅门口等候入
场，那种抢看大片的热潮扑面袭来。
IMAX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全球
风暴》近两天已在全国12座城市举办
了提前观影会，此次在海口举办，目的
是让海南媒体和影迷提前感受片中人
类控制天气的“黑科技”所引发的意外
结果。该片的科幻范儿+太空抢险+
好莱坞灾难大片顶级水准，切实让满
场观众体验了一把末日灾难带来的惊
心动魄感觉。

在《全球风暴》中，毁天灭地的末
日气候风暴，在IMAX大银幕上得到

了极致的呈现，从海啸、寒潮、冰雹、龙
卷风、地裂轮番登场逞威，到大如篮球
一样的冰雹袭击东京街头、巨大海啸
围攻迪拜高楼、地热引发香港地陷、里

约热内卢遭遇寒潮冰封等等，无不引
发现场影迷尖叫。

海南电影发行业内人士告诉记
者，《全球风暴》中的特效制作，完全能

够媲美好莱坞灾难大片《2012》，但它
又比《2012》多了另外的吸引力，那就
是除了展示灾难场景外，还为影片增
添了悬疑色彩，影片在科幻、灾难类型

之外，又具备了惊险特色。
看完《全球风暴》全片后，记者了

解到影片中的故事发生在未来时代，
故事讲述因为全球环境恶化，终于导
致自然灾害愈演愈烈，因此世界上10
多个国家通力合作，在太空建起了能
控制天气的强大气象卫星网络。但
是，这些卫星网络某天突发故障，而且
它的建造者也被“遣返”回地球，摧毁
一切的气象灾难开始席卷全球。谁也
没料到，这种种灾难的背后，竟然隐藏
着让人意想不到的深层原因……

《全球风暴》除选用《伦敦陷落》的
男一号扮演者杰拉德·巴特勒担纲主
演外，还有《教父3》男星安迪·加西亚
等影人主演，而我国香港男星吴彦祖
也参加了演出，他在片中也不再是“打
酱油”的角色，而是与剧情紧密相联。
另外，上海等城市背景也出现在片中，
相信将成为吸引内地影迷的亮点。

《全球风暴》提前观影海口举行
特效场面堪比《2012》

本报海口10月25日讯（记者卫
小林）由著名喜剧电影导演兼主演徐
峥监制的最新喜剧片《猪太狼的夏天》
日前宣布定档，将于11月10日在海
南各大院线上映，这是记者今天从我
省院线获悉的。

据介绍，《猪太狼的夏天》由新锐
导演兼编剧宋灏霖编剧并执导，青年
演员孙博、刘雪涛、徐唯和新晋童星李
昊泽、王继贤主演。正式公映之前，该
片已于今年4月夺得2017年休斯敦
国际电影节雷米奖剧情类白金奖，9

月份在内蒙古举行的第31届中国电
影金鸡奖上，该片又获得最佳导演处
女作和最佳儿童片两项提名。

作为我国喜剧电影的领军人物，
徐峥凭借《人在囧途》《人再囧途之泰
囧》《港囧》《心花路放》等一系列观众
喜闻乐见的优秀喜剧片，已经成为了
票房和口碑双丰收的象征。此次徐峥
力挺《猪太狼的夏天》，也是他对该片
艺术质量的高度肯定。徐峥对该片喜
爱有加，在微博上将其誉为“下一部
《摔跤吧，爸爸》”，是一部“有幽默、有

欢笑、有爱、有灵魂”的电影。影片制
作过程中，徐峥亲自操刀，全程倾力参
与，对每一个细节严格把控，力求为观
众带来更多触动与共鸣。

记者了解到，《猪太郎的夏天》讲
述一位正直善良甚至有点一根筋的语
文教师朱泰朗在饱受工作折磨后，决
定在离职前释放“小宇宙”的故事。影
片主要聚焦成年人群，用一个有压力
的小人物将大众普遍存在的压力具象
化，在发人深省的同时，也期待唤起更
多人心中的希望和正能量。

以硬汉银幕形象著称的好莱坞影
星杰拉德·巴特勒，并不愿意被定型为

“硬汉专业户”。即将于10月27日起
在中国内地上映的好莱坞灾难科幻片
《全球风暴》中，他一反以往角色形象，
饰演了一位智慧型科学家。

巴特勒1969年出生于苏格兰，凭
借音乐剧《歌剧魅影》崭露头角，先后
出演了《斯巴达300勇士》《奥林匹斯
陷落》《伦敦陷落》等电影，塑造了一系
列热血硬汉形象，迅速成为好莱坞这

一类角色的代言人。
“我并不只是扮演这类角色。我

刚刚完成了一部讲述苏格兰岛上三个
灯塔看守人的惊悚故事，我也接演过
莎士比亚电影。”巴特勒日前接受记者
电话采访时说，“我可以把握多种类型
的角色，对不同的角色进行深入探索，
在拍摄过程中感受这个角色的成长。”

在《全球风暴》中，巴特勒饰演了
一位智慧型科学家，被赋予了“救世”
的重任。

据介绍，《全球风暴》被称为
《2012》《后天》之后又一部值得期待
的灾难大片，讲述了一场发生在未来
的全球性气象灾难，片中人类开发气
象卫星网络以控制灾害天气，但遭遇
故障的卫星却成为杀伤力巨大的攻击
者，一场空前浩劫席卷世界。影片已
于10月20日起在北美上映。

“这部电影囊括了许多元素，不仅
仅是一部灾难片，还是一部科幻片和
动作片，包含了很多惊险刺激的元

素。同时，还展现了温柔感人的父女
关系和复杂的兄弟情谊。”巴特勒说。

为更好把握片中的角色，巴特勒
付出了很多努力。影片在美国航空航
天局取景拍摄，这为演员与航天局的
科学家们接触提供了机会。巴特勒
说，他在拍摄间隙与这些科学家交流
沟通，了解了很多航空航天科学家的
工作和生活。

为了表现出太空中的失重感、轻
盈感，巴特勒花了大量时间去观摩宇

航员失重、执行太空任务以及身在空
间站的视频，并且认真观察了他们在
太空舱和空间站里到底是如何行动和
交谈等行为。

“我尝试和学习了很多次，也进行
了多次合作演练，才能够用表演顺利
推动故事情节发展，让观众相信我们
处于失重状态，而不是看到我在苦苦
挣扎着表现失重感。”他说。

白瀛 万小雨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京剧《大闹天宫》
在俄罗斯获赞誉

新华社莫斯科10月24日电“美猴王”精美
的扮相活灵活现，一连串空翻又高又飘，金箍棒上
下翻飞令人眼花缭乱……23日晚，大型神话京剧
《大闹天宫》在俄罗斯莫斯科国家民族剧院上演，
赢得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

作为“2017感知中国·俄罗斯行——吉林文
化周”活动的重头戏，《大闹天宫》由国家一级演员
杨雪斌、王权等艺术家担纲表演，近两个小时的演
出环环相扣，精彩纷呈。杨雪斌饰演的“齐天大
圣”，将孙悟空的猴性、神性加人性的特点表现得
淋漓尽致，加上高难度的动作，令观众如醉如痴。

莫斯科观众叶夫根尼·西尼岑兴奋地说：“中
国京剧艺术太神奇了！能够现场目睹这样精彩的
中国传统表演，太让人兴奋了。这是中国独一无
二的舞台艺术，是宝贵的文化财富。”

“2017感知中国·俄罗斯行——吉林文化周”
以“感知中国 讲述吉林故事”为主题，在莫斯科、
圣彼得堡等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内容包括
《大闹天宫》演出、“精彩吉林”非遗摄影作品展、图
书海外推介、吉林电影展映及中俄诗歌朗诵会等。

在《全球风暴》中扮演智慧型科学家

杰拉德·巴特勒：我不是“硬汉专业户”

徐峥监制最新喜剧电影

喜剧片《猪太狼的夏天》11月上映

澳大利亚悉尼舞蹈团
亮相上海国际艺术节

据新华社上海10月25日电（郭敬丹 俞榕）
正在举行的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澳大利亚悉尼舞
蹈团亮相上海大剧院，为观众献上一台现代舞蹈
《反向》，其充满新意的编排令观众耳目一新。

悉尼舞蹈团目前有17名舞者，其西班牙裔艺
术总监拉斐尔·博纳切拉负责悉尼舞蹈团的编舞
工作达10年之久，艺术风格大胆前卫。

《反向》由上半场的《仙人掌》和下半场《午夜
阳光》构成。《仙人掌》由蜚声国际的舞蹈家亚历山
大·埃克曼编舞。面世以来，《仙人掌》引起现代舞
界和评论界高度关注，上海歌舞团舞蹈家黄豆豆
评价它是“一台突破常规舞蹈限定的作品”。

下半场的《午夜阳光》由拉斐尔·博纳切拉编
舞。与上半场的《仙人掌》形成强烈反差，这是一
场关于光与影的时空之旅，深沉严肃，舞者们在激
烈的电子音乐里踏上了刺激的旅程。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代表
走访捷克残疾儿童学校

据新华社布拉格10月24日电（记者王义）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24日抵达捷克首都布拉格，在
准备演出期间派代表走访当地残疾儿童学校，为
他们表演节目并赠送礼物，为中捷两国的民间交
往增添亮丽色彩。

艺术团应邀将于25日晚在布拉格演出，在紧
张排练之余派代表走访当地残疾儿童学校。艺术
团演员王琦为在校儿童表演萨克斯独奏《茉莉
花》，魏菁阳表演了舞蹈《雀之灵》。

此外，艺术团代表还向该校教职工、残疾儿童
赠送了布拉格专场演出门票、纪念明信片等。孩
子们对萨克斯演奏产生了浓厚兴趣，小女孩随着
中国艺术家优美的舞姿而转圈，现场气氛温馨热
烈，互动频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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