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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项目各参建方、施工相关方：
滨水区环境综合整治二期工程项目已于2014年4月29日完成竣工

验收，我司将在该项目竣工验收完成后，依合同约定退还该项目质量保证
金，共计1015133.62元。如对项目工程款支付存在纠纷、异议、诉讼仲裁
等，请该项目各参建方、施工相关方在本公告发布后7日内向我司提出书
面情况说明，具体如下：（1）如在本公告期限内提出异议，则我司暂不予退
还质量保证金，并督促本项目承包人海南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尽快解
决异议，待无异议或异议消除后，按照合同约定和相关要求退还质量保证
金。（2）如在本公告期限内未提出异议，我司将按照合同约定和相关要求
退还质量保证金。逾期未提出异议的，视为项目各参建方、施工相关方放
弃督促解决异议的权利，由此造成的任何损失、纠纷等风险和责任概由该
项目承包人海南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与我司无关。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兆捷；联系电话：66527622 66756061 13876378585；联
系地址：海口市世纪广场路1号海口市城建集团三楼

海口市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31日

公 告

海南鼎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一槌九鼎鼎 和和谐生财

（第20171107期）
受海南农垦龙江农场有限公司委托，我司定于2017年11月7日

11:00在海南农垦龙江农场有限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公开拍卖琼AH8258
等8辆机动车，拍卖车辆清单及资料详见我司网站：http://www.
dinghepm.com。竞买保证金：人民币10000元/辆（以款到账为准）。

展示时间：2017年11月1日至11月3日止；
展示地点：海南农垦龙江农场有限公司停车场。
有意竞买者请于拍卖日前到本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
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路港澳（申亚）大厦25F
联系电话：0898-68585002 13976739158
委托方电话：0898-31143300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一稽告〔2017〕22号

海 南 鹏 展 长 兴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25MA5RCCKR7F，法定代表人：方涛)：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
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检查通知书》（琼国税
一稽检通一〔2016〕18号）、《税务事项通知书》（琼国税一稽通〔2016〕
4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税务检查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卫佳佳、曹云千等人，自即日起对你
（单位）2016年1月13日至2016年7月31日期间涉税情况进行检查。

《税务事项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五十六条规定，请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我
局提供2016年1月13日至2016年7月31日期间的账簿、会计凭证
及其他纳税资料。逾期不提供，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处理。特此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7年10月31日
联系人：曹云千、卫佳佳；联系电话：0898-66792163；联系地址：

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8601室

解除合同通知书
海南可口纳德实业有限公司：

贵我双方于2016年11月16日签订《合作建设可口纳德实
业公司棋子湾椰林山庄合同书》、11月20日签订《合作建设矮种
高产椰子园协议书》。贵司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数量购买我方
椰子苗，造成我方定金损失，且至今尚欠我方椰子苗款未付，经
我多次催促未果，贵司的行为已经构成根本性违约，现向贵司书
面通知如下：1、按照合同约定赔偿我方损失，2、即日起解除贵
我双方于2016年11月16日、20日签订的《合作建设可口纳德
实业公司棋子湾椰林山庄合同书》、《合作建设矮种高产椰子园
协议书》。

特此通知。
通知人：杨进发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五日

邀请招标报名公告
2017年“冬交会”全国供销系统展销馆设计、装修、布展现向

社会招标，欢迎有关单位报名参加投标。
一、展销馆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位置Ｃ馆，面积2105平

方米。
二、投标资格要求：投标单位要具备广告设计与制作，会展服

务等有关业务经营范围，具有较丰富大型会议会展服务经验，有
较强的本地化服务能力和专业设计团队，注册资本金在200万人
民币以上(含)。

三、报名时间及地点：参加投标者，请于2017年11月1日至
3日（工作时间），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到海
口市海府路49号原省委大院第二办公楼3楼305室。联系人：罗
先生，电话：0898－65201220。

海南省供销合作联社
2017年10月30日

《银翼杀手2049》
缘何遭遇滑铁卢？
■ 冯巍

引进科幻片《银翼杀手2049》我国上映后，首
周末三天票房仅收5000万元，而同期上映的引进
片《全球风暴》却劲收2.2亿元。票房惨淡不说，观
众口碑也不佳，猫眼评分仅6.9分，淘票票评分仅
7.7分，《全球风暴》则分别高达8.7分和8.6分。两
片相比，说明《银翼杀手2049》遭遇了滑铁卢。笔
者认为，有三大原因导致该片票房口碑皆平淡。

首先，该片戏剧冲突不强烈，叙事节奏比较缓
慢，尽管特效场面效果较好，但全片夜场戏太多，
影调过于灰暗，加上片长达到160分钟，将近3个
小时，被批评为沉闷在所难免。

其次，看《银翼杀手2049》需要前作作为理解
基础，这对中国影迷来说就较为困难。因为前作
是 1982 年上映的影片，时隔 35 年后推出这部续
集，影迷很难理解片中人物的来龙去脉，更难感受
到所谓致敬经典的场面。正如没看过1977年第
一部《星球大战》，便难以理解后来一系列续集片
一样，《银翼杀手2049》让眼下20岁左右的年轻影
迷犯了难。

再次，该片有意无意地模糊了商业类型片和
艺术片之间的界限，观众观影前以为是商业大片，
但越看越像艺术片，观影心理产生了落差，也直接
影响了口碑，导致票房和评分都不佳。

当然，编导也许在尝试延续前作那种商业片
与艺术片兼具的气质，怎奈中外影迷口味有差异，
在北美上映三周多能斩获票房8000多万美元，但
在我国内地就不能奢望了。

10月29日，第67届世界小姐全球总决赛启幕仪式在安徽黄山举行，来自
全球126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在以“皖美世界——世姐看黄山·世界看中国”为
主题的5天巡游活动中，充分感受中国山水之美及传统文化之美。11月6日，
126位参赛佳丽将前往我省三亚市，开始为期两周的“海丝盛典2017三亚时尚
周”之行，并于11月18日参加本届世界小姐全球总决赛，角逐第67届世界小姐
全球总冠军。图为第67届世界小姐全球总决赛启幕仪式上，世界小姐组织机构
主席莫莉夫人在致辞。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本报讯 由徐峥监制、新锐导演宋
灏霖编导的喜剧新片《猪太狼的夏天》
将于11月10日全国公映，该片日前
在北京首映并获得黄晓明、李易峰等
影坛名人力荐。

首映当天，徐峥以推介者的身份
亮相。他表示，这部电影让自己“很心
动”“一看就很喜欢”，并在微博上称赞
该片“这可能是2017年最后一部黑
马”。徐峥说：“在奇幻、科幻大片盛行
的当下，质朴地做一部小戏，应该让电
影有一个机会发出一点声音。”

谈及与本片的渊源，徐峥说他与
导演宋灏霖是多年好友，“宋灏霖有追
求，跟我很像。”他说自己是在上海国

际电影节上“打捞”到这部影片的，之
后参与了监制工作。徐峥说，《猪太狼
的夏天》是一部讲述中年人如何面对
生活、社会和自己的电影，主人公面对
的问题都是当下人们会遇到的问题，
其创作初衷就是展现社会上中年人的
迷茫，通过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的对
比，将主题揭示清楚。宋灏霖也在首
映现场“坦白”说，该片中的光头男主
人公原型就来自徐峥。

电影首映后，徐峥力邀好友为影
片造势，很快，黄晓明、李易峰等一帮
影坛名人迅速转发支持徐峥，称“传帮
带！好风气！”并力荐影片将使影迷

“重拾正能量”。 （钟新）

■ 新华社记者 白瀛

王学圻、陈瑾领衔主演的精准扶
贫题材电影《十八洞村》自10月12
日在全国上映以来，取得良好社会反
响。专家指出，影片通过兼具时代主
题与艺术深度的镜头语言，展现出湘
西乡村在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村民
们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的巨大
变化，折射出传统文化与现代思维的
碰撞与融合，引发人们对于如何脱贫
和怎样才是真正脱贫的深度思考。

由苗月编导的《十八洞村》，以精
准扶贫首倡地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为原型，讲述
了退伍军人杨英俊和杨家兄弟在扶
贫工作队的帮助下，打赢了一场脱贫
攻坚战的故事。

武陵山深处的十八洞村是个纯
苗族村寨，2013年人均纯收入只有
1668元，不少人家唯一的电器是电
灯，泥巴糊的墙四处漏风。近年来，
当地通过改“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
的精准扶贫，初步形成了猕猴桃、手
工艺加工业、文化旅游业等支柱产
业，2016年人均纯收入已达8313元。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日前在
全国一二三四线城市开展的“中国
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2015年
至 2017年调查的中小成本文艺片
（含主旋律影片）中，《十八洞村》满意
度仅次于今年春季档上映的《八月》
位居亚军。

调查报告称，影片打破了传统的
主旋律宣教性的叙事框架，既以人民
的视角塑造了大写的当代农民形象，
又艺术化地再现了诗意田园，多层次
的人物群像、纯净的文艺气息，令人
耳目一新，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日前
在京主办的研讨会上，中国文艺评论
家协会主席仲呈祥说，《十八洞村》的
诞生拥有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背
景，明确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和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文艺思想。
“主人公杨英俊讲扶贫战役该如

何打，不能丢‘杨家将’的脸，就是从
中华民族传统的爱国主义一直繁衍
过来的，是对中华文化立场的坚守，
体现出影片艺术创造的视野广度、精
神力度和思想深度。”他说。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

心研究员刘汉文说，《十八洞村》是新
时代思考城乡关系的一部电影精品，
用唯美的电影语言解答了乡村振兴
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时代大命题，把握
了时代脉搏，承担了时代使命，聆听
了时代声音，回答了时代课题。

“与此同时，影片还借助大量抽

帧、转场、航拍等手法，将湘西苗寨田
园牧歌般的诗意画境展现在银幕上，
用鲜活的生活气息创造出浓厚的质
感。”他说。

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边国立
说，片中由王学圻扮演的退伍军人杨
英俊一角让人过目难忘，他是支撑整

部影片的强大精神内核。“带领村民
打赢扶贫攻坚战的杨英俊虽然表面
上缺少闪亮的高度，却更加扎实地扎
根于这片土地，代表了国家经济全面
转型后，更为广阔的新时代环境下更
有力度的军人形象。”

（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

精准扶贫题材电影《十八洞村》受好评
兼具时代主题与艺术深度

本报海口10月 30日讯 （记者
尤梦瑜）11月 2日、3日两天晚上8
时，广州粤剧院将携名家版经典粤剧
《搜书院》《黄飞虎反五关》亮相海南
省歌舞剧院。这两台经典粤剧将由
粤剧名家、梅花奖“二度梅”获得者欧
凯明及梅花奖得主黎骏声、崔玉梅和
苏春梅分别主演。

据介绍，粤剧《搜书院》1954年
由杨子静、莫汝城和林仙根据同名琼
剧传统戏改编，讲述了一段发生在海

南琼台书院中的爱情故事。1956
年，一代粤剧宗师马师曾和红线女共
同主演并晋京演出，为粤剧赢得“南
国红豆”的美誉。该剧将于11月2日
与海南观众见面，本次演出版本是广
州粤剧院今年5月重新打造的名家
版，红线女艺术传承人苏春梅凭借该
剧摘得第28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传统剧目《黄飞虎反五关》是粤
剧武生代表性剧目，11月 3日晚在
琼演出，我省观众可通过该剧欣赏

到粤剧传统表演程式、锣鼓、曲牌等
艺术特色之美。

广州粤剧院由广州粤剧团、广州
红豆粤剧团组建而成，2009年6月正
式挂牌成立，创作演出了《白蛇传》
《女儿香》等多部精品剧目。

我省观众可前往海南省歌舞剧
院售票处或关注“海南省歌舞团”
（hnsgwt0898）微信公众号购票。此
次演出票价分为150元、100元、50
元及30元四档。

电
影
《
十
八
洞
村
》
剧
照

《搜书院》《黄飞虎反五关》

两台经典粤剧本周四五海口演出

第67届世界小姐总决赛在黄山启幕
将于11月18日在三亚角逐全球总冠军

徐峥监制喜剧新片

《猪太狼的夏天》在京首映

本报海口10月 30日讯 （记者
卫小林 尤梦瑜）10月29日晚，“魅力
海南·精彩无限”——首届海南原创
广场舞大赛在海口落幕。18支参赛
队伍经过激烈角逐，最终，三亚广场
文艺队、海口精英艺术团和海口群星
艺术团夺得大赛一等奖，另评出二、
三等奖及最佳编排奖、最佳网络人气
奖等各奖项。

据介绍，首届海南原创广场舞大
赛自今年5月启动后，受到全省各地
广场舞爱好者积极响应，共有来自省
内17个市、县、自治县及地区的23
支队伍报名参赛。经过初赛和复赛
两阶段的比拼，最终共有18支队伍
进入到29日晚的决赛中。

记者了解到，首届海南原创广场
舞大赛注重凸显海南特色，要求原创
广场舞注入更多海南元素，体现鲜明
的海南特点，充分展示海南地方文
化，突出海南基层群众文娱生活新气
象，为国际旅游岛增添多元文化内
涵。因而大赛以“魅力海南·精彩无
限”为主题，旨在发挥海南原创广场
舞的示范引领作用，在全省掀起原创
广场舞热潮。

据悉，决赛当晚，18支参赛队伍
分别在自选舞蹈和必选舞蹈两大环
节，为观众送上了颇具热带风情、富
有海南特色及地域文化的不同风格
原创广场舞。经过激烈比拼，最终，
由三亚市群艺馆选送的三亚广场文

艺队、海口市龙华区文化馆选送的
精英艺术团和海口市群艺馆选送的
海口群星艺术团斩获大赛一等奖，
另外评出二等奖4名、三等奖5名、
优秀奖6名、优秀组织奖6名、最佳
编排奖5名、最佳网络人气奖2名、
最佳辅导员奖5名、最佳服装设计奖
2名共 9个奖项，累计奖励金额达
9.8万元。

本次大赛由省文体厅、省舞协指
导，省群艺馆主办，海南广播电视总
台影视综艺频道和各市、县、自治县
文化（群艺）馆承办。大赛精彩内容
将于11月6日晚9时在海南广播电
视总台影视综艺频道（数字电视 20
台）首播，11月7日12时重播。

首届海南原创广场舞大赛落幕
三亚广场文艺队、海口精英艺术团和海口群星艺术团夺得一等奖

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记者
陈炜伟）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
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
业5.4 万家企业实现营收67618 亿
元，同比增长11.4%（名义增长未扣除

价格因素），增速提高4.4个百分点。
统计显示，文化及相关产业10个

行业中，除文化专用设备的生产外，9
个行业的营业收入均实现增长。其
中，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的4个行业

分别是：以“互联网+”为主要形式的
文化信息传输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
长36%，文化艺术服务业增长16.3%，
文化用品的生产增长13.4%，文化休
闲娱乐服务业增长13%。

土耳其安塔利亚国际电影节落幕

中国电影《嘉年华》
首摘最高奖

据新华社电（记者秦彦洋 王峰）第54届安
塔利亚国际电影节27日在土耳其地中海城市安
塔利亚落下帷幕，中国女导演文晏执导的电影《嘉
年华》获得最高奖最佳影片奖，该片主演文淇获最
佳女演员奖。这是中国电影首次夺得安塔利亚国
际电影节最高奖。

文晏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嘉年华》用艺
术手法呈现现实题材，讲述了少女成长中遭遇的
社会问题，这一世界性话题引起了评委和观众的
共鸣，使电影最终摘得桂冠。

《嘉年华》讲述了在一家旅店打工的小米碰巧
成为在旅店发生的侵害少女案件的唯一知情者，
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她最初保持沉默，一番挣扎
与挫折之后，终于醒悟并披露真相。

本届电影节共有来自土耳其、伊朗、美国等国
的10部影片入围主竞赛单元。

安塔利亚国际电影节始创于1964年，是欧洲
和亚洲最早的电影节之一，也是土耳其电影走向
世界的重要平台。

前三季度文化产业保持较快增长

首届平遥国际电影展
聚焦新人新作

据新华社太原10月30日电（记者吕梦琦）
首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自28日在山西平遥古城开
幕后，来自中国、法国、阿根廷等6个国家的13
部新导演影片相继上映，成为本届电影展的一大
亮点。除了《雷的人生课堂》，华人导演赵婷的
《骑士》、法国导演休伯特·查如尔的《小农民》、
中国导演赖国安的《上岸的鱼》等影片也场场爆
满，好评不断。

首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在设计之初就确定了聚
焦新人新作的定位。电影展六个单元中有“卧虎”
和“中国新生代”两个单元展映新导演影片。其中

“卧虎”单元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发掘优秀新人导
演的处女作或第二部电影，“中国新生代”单元则
关注华语青年导演的新锐作品。

入围“卧虎”单元的除了《骑士》外，还有中国
导演王飞飞的《何日君再来》、法国影片《小农民》、
吉尔吉斯斯坦影片《苏莱曼山》、阿根廷影片《雷的
人生课堂》。“中国新生代”单元则包括《上岸的鱼》
《米花之味》《山无棱天地合》《瘦城》《西小河的夏
天》《在码头》等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