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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喜剧片《前任3》于2017年12月29日与
《妖铃铃》《二代妖精之今生有幸》《解忧杂货店》同
步上映，首映日，该片全国票房还是亚军，其后5
天竟然一直高居冠军，而且单日票房竟然突破1
亿元，凭的是啥？笔者认为，凭的是它身上那股人
间烟火气，说白了就是接地气。

“前任”系列电影一拍就是三部，2014年1月上
映第一部，全国票房1.29亿元，2015年11月上映第
二部，全国票房升至2.51亿元，目前《前任3》上映
仅6天，全国票房就突破了6亿元，看来还有前景。

虽然影迷给这个系列评分并不高，但大家都
承认，整个“前任”系列不讲不切实际的恋爱童话，
三部影片都立足于社会现实，从都市年轻人视角
出发，正视恋爱中的实际问题，充满人间烟火气，
其接地气的创作手法，颇得影迷好感。不得不说，
这才是《前任3》票房后来居上的主因。

应该说，“前任”系列片之所以能一拍就是三
部，而且一部比一部受欢迎，与该系列编剧田羽生
的艺术主张有关。从田羽生当年编剧的《人在囧
途》就能看出，他主张生活化呈现电影剧情，也正
是《人在囧途》的成功，才让徐峥、王宝强这对银幕
难兄难弟引起影迷强力关注，从而引发两人二度
合作的《人再囧途之泰囧》大受欢迎。

同档期的《奇门遁甲》《妖猫传》票房不佳也说
明，不接地气的所谓“奇幻”片正在被影迷冷淡，而
像《前任3》这样接地气的电影则会广受热捧。

本报海口1月3日讯（记者卫小
林）舞典华章——2017年中国舞蹈荷
花奖颁奖盛典暨获奖作品惠民演出，
将于1月8日在三亚同步举行，届时，
中国舞蹈界名人明星获奖节目齐聚三
亚，为海南艺苑再添一大盛景，这是记
者今天从省舞协获悉的。

据介绍，荷花奖是中国舞蹈最高
奖，也是国内仅有的舞蹈类评奖，本次
颁奖活动是在全国性文艺评奖改革后
首次举办的舞蹈界颁奖盛典，主要对
第十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
现代舞、当代舞和舞剧舞蹈诗四个子
项的获奖作品进行集中表彰。

记者了解到，获得第十届中国舞
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类的《情深谊长》
《布衣者》《觅迹》《你是一首歌》《尼苏
新娘》《阿里路》，当代舞类的《看齐看
齐》《永远的川军》《滚灯》，现代舞类的
《盒子》《彼时此刻》《雏行》，舞剧舞蹈
诗类的《杜甫》《哈姆雷特》《朱鹮》《家》
《仓央嘉措》等17部获奖作品的单位
代表及个人将汇聚三亚，领取荷花奖
荣誉。届时，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
将带来藏族舞蹈《布衣者》，延边大学
艺术学院将带来朝鲜族舞蹈《觅迹》，
空政文工团将带来独舞《盒子》，四川
省绵阳市艺术学校将带来《滚灯》，重

庆歌舞团有限责任公司将带来舞剧
《杜甫》片段《丽人行》，为本次颁奖盛
典献上获奖作品展演，也为现场观众
展示荷花奖获奖作品的高品质。

据悉，本次颁奖晚会还有一个重
要环节，即为欧米加参、查干朝鲁、白
淑湘三位舞蹈艺术家颁发“中国文联
终身成就舞蹈家”荣誉称号，以此表彰
为中国舞蹈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做出卓
越贡献的艺术家们。

本次活动由中国文联、海南省委
宣传部、中国舞蹈家协会、海南省文
联、三亚市委、三亚市政府主办，海南
省舞协、省歌舞团承办。

中国舞蹈荷花奖颁奖盛典8日三亚举行
获奖作品同步惠民演出

四川省绵阳市艺术学校表演的当代舞获奖作品《滚灯》将到三亚献演

广告

为满足园区企业建设发展需求，经报海口市政府同意，拟对《狮
子岭工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东片区用地”规划控制要求进
行修改。为广泛征求公众和相关权益人的意见和建议，现将规划调

整方案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工作日（2018年1月4日至2018年2月14日）。
2.公示地点：高新区门户网站（www.gxq.gov.cn）。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mail@gxq.com.

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海榆中线8.8公里狮子岭工业园海
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规划建设局，邮编：571152；（3）意见和建议请在
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
65580618，联系人：朱明刚。

海 口 国 家 高 新 区 管 委 会

关于《狮子岭工业园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东片区控规修改公示

海南省公路勘察设计院
水运专业人员招录方案

我院近期决定成立水运规划设计所，并招录以下人
员：

港口与航道工程专业4人。岗位要求：1、全日制大
学本科及以上学历；2、港口与航道工程相关专业；3、有3
年以上设计院或咨询单位工作经验；4、年龄40岁以下。

有意向者，请于2018年1月8日前将简历、身份证、
毕业证、学位证等证明材料发到我院邮箱：hn_2000@
163.com,其余注意事项，可登录我院官网查阅，网址：
http://www.hnhdi.com。

海南冠群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海南康乐置业有限公司建设的华
侨城椰海蓝天公寓项目按规划1#、2#、3#、8#、9#、10#、11#、12#、13#
楼已完成施工建设，因这几幢楼与业主约定的交房日期较近，还有大
量装修工作需要完成，所以要对本项目实行分期验收，先验收这九幢
楼以便装修后交付业主。目前这几幢楼的道路绿化已经完成，相应的
车位已经施划完毕，与其临近的楼也已完成土建施工且采取了安全
措施用彩板将之与其他楼隔离，设置安全指示牌和保安禁止进入施
工区域。本项目的利益相关人见此公示后若有不同意见，请在公示期以
文字或电话形式向海口市规划局美兰分局或开发商提出意见或建议。

海口市规划局美兰分局联络电话：66275955 傅楫诚
开发商联系电话：65777152 李总

华侨城椰海蓝天项目
分期验收公示

受委托，定于2018年1月13日—14日在海南省三亚市美

丽之冠大树酒店举办“2018海博会大型拍卖会（慈善）”公开拍

卖以下标的：

海南特色（品牌）商品、海南花梨、中国书画、玉器、工艺品杂

项等。

拍卖时间：2018年1月13日下午15:00,

1月14日下午15:00；

拍品展示时间：2018年1月12—14日；

主办单位：海南国际旅游岛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省拍卖行业协会

承办单位：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国兴

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联系人：路先生13005087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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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先生18976070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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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铜锣湾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1号景

瑞大厦A座21层 联系人：邓小姐13637647779

海南通宝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龙珠大厦

第四层B座 联系人：冯先生13036099114

海南亿能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玉沙路5号国贸中

心21C 联系人：吴先生13322095777

2018海博会大型拍卖会暨慈善拍卖公告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查封公告
（2016）琼96执167号之四

本院在执行海口泉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与保亭华达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查封保亭华达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城团结北路广东街
三期工程 2#、3#、4#楼中房产（2栋3B、4B、5B、6B、8B、10B、2E、
4F；3栋2A、5A、6A、7A、8A、9A、10A、11A、12A、13A、2B、9B、
10B、12B、17B、2C、7C、12C、14C、2D、3D、4D、7D、11D、12D、
13D、2E、3E、4E、2F、3F、5F、6F、7F、8F、9F、10F、11F、12F、13F；
4栋14A、3E共50套房产及11号、12号、13号、16号、17号、19号、
20号、21号、22号、23号、24号、25号、26号、27号、28号共15间铺
面）及相应面积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证号：保国用（2008）第
13号]。如对本院上述查封有异议的，自本公告张贴（刊登）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并提交相应证据。逾期，本院依法执
行。特此公告

二O一八年一月二日

停止侵占并迁出侵占房屋的公告
吴爱莲、刘开华、杜彬、江明好、王汉桥、黄俊运、陈海航、郑自水、
王志刚、杨立红、沈永林:

我公司已合法取得位于海口市琼山区振发横路15号中景
花园2号楼1101房、3号楼105房、3号楼601房、5号楼2303
房、4号楼1905房、1号楼705房、3号楼701房、5号楼2005房、
3 号楼 801 房、5 号楼 2105 房的 HK397066、HK397144、
HK397151、HK396871、HK396707、HK396646、HK397171、
HK397036、HK397167、HK396970号不动产权证，享有合法的
房屋所有权。

上述11人分别侵占上述房屋，侵害了我公司的房屋所有
权，现我公司要求上述11人立即停止侵占并迁出侵占房屋。否
则，我公司将采取法律措施。

海南威成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6日

中标公告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经公开招标2018年度废

报、新闻纸废料对外发包，诚招承包商，本次承包

依法招标，经评标，确定海南荆琼伟雄纸业有限公

司为中标单位，特此公示。

若有意见，请于2017年1月8日前向本招标

人反映处理。

招标人: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2017年12月22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XZ201801HN0001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分别转让海口市长怡路19号天海花苑
四宗房产：1、天海花苑别墅区16幢一套独栋别墅，挂牌底价6061035
元。该别墅建于2000年，共2层建筑面积为356.28m2，分摊土地面积
445.19m2，毛坯、钢混结构、带车库花园。2、天海花苑公寓区3套复式公
寓分别转让：11幢101房建筑面积211.58m2，挂牌底价2340921元；12
幢102房建筑面积211.58m2，挂牌底价2340921元；28幢201房建筑
面积235.27m2，挂牌底价2629378元。以上3套均建成于2000年，毛
坯、南北朝向、钢混复式结构住宅。项目均位于海口市秀英区，小区环境
较好，步行约1公里即到海边，相邻海口市第九小学、海南华侨中学，海
秀公园、西秀海滩、观海台带状公园，周边生活公共服务设备配套与基础
设施完善，对外交通较便利，是理想的居家之地。项目采取“网络报价，
价高者得”的方式确定受让方，每个项目需缴纳约挂牌底价30%作为竞
买保证金，公告期：2018年1月4日至2018年1月31日。详情请登录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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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0898-652375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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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6558003
（施女士）、0898-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8年1月4日

受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委托，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与温州市启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

《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HNST2017N002），华融汇通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将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的资产（债权及其担

保等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温州市启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特公告通知债务

人、担保人及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温州市启翔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

温州市启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

公告要求债务人、担保人及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温州市

启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

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联系人：陈小剑，联系电话：13057734788。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温州市启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0一八年一月四日

注：1、下表中的利息暂计算至2016年5月20日；2、若借

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

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

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

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或法院判决等

法律文书为准。

借款人

海南
华商
贸易
有限
公司

借款合同号

22010250-2014 年
（琼山）字0039号，
22010250-2014 年
（琼山）字0043号

本金（单位：元）

67,482,337.84

利息（单位：元）

13,827,600.81

担保人

1、抵押担保人：
固始县海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淮安
市世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海南华商
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程祖兴、邵文虎
2、质押担保人：
海南华商贸易有限公司
3、保证担保人：
程祖兴、杨芹、尹海双

担保合同号

《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 22010250-2013
年琼山(抵)字0001号、0002号；22010250-
2012 年琼山(抵)字 0024 号、0025 号、0032
号；2012 年琼山（抵）字 0012 号；《最高额
质押合同》编号 :22010250-2014 年琼山
(质)字 0012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
22010250-2014 年琼山(保)字第 0020 号、
22010250-2013年琼山(保)字第0020号

债务人的债务清单 币种：人民币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与温州市启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公告
（2017）琼01执12号

本院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牛雅丽与被执行人临潭县大寺
坡矿产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李庆年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
于2017年6月7日执行查封被执行人临潭县大寺坡矿产资源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享有的临卓大寺坡锑矿采矿权（产矿许可证号：
C6200002011033140110192）。因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处置上述财产，如对上述财产权属有
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7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异
议，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财产。特
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抢鲜读
证券导报
SECURITIES

今
日

(P02)

(H12)

(H06)

(H09)

(H01)

题材股爆发 创业板指涨幅近1.5%2018开门红 迎两连阳

海南两网点摘全国“百佳”桂冠
分别为工行国贸支行营业部和招行海口分行营业部

海虹控股调整定增方案

发行底价由44.10元调整为35.44元

“双创”支撑平台快速发展

海南众创空间如雨后春笋

2017年度试点工作完成

海南天然橡胶期货价格保险赔付307万元

《前任3》票房凭啥后来居上？

英国科斯塔图书奖单项奖出炉
据新华社伦敦1月2日电（记者梁希之）英

国2017年度科斯塔图书奖的5个单项奖2日晚
在伦敦揭晓，其中，英国作家乔恩·麦格雷戈的小
说《十三号水库》获最佳小说奖，已故英国诗人海
伦·邓莫尔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诗集《波浪之内》
获最佳诗歌奖。

此外，苏格兰女作家盖尔·霍尼曼的小说《埃
利诺·奥利芬特非常好》获最佳处女作奖。作家兼
学者丽贝卡·斯托特的家庭回忆录《雨中的岁月》
获最佳传记奖。最佳儿童文学奖授予凯瑟琳·朗
德尔的《探险家》。

科斯塔图书奖是英国重要的文学奖，其前身
是创立于1971年的惠特布雷德图书奖，评奖范围
仅限于英国和爱尔兰两国作家，包括小说、诗歌、
传记、处女作和儿童文学5个奖项，并在5个奖项
的优胜者中评出科斯塔年度图书奖。2017年度
科斯塔年度图书奖将在1月30日宣布。

新华社洛杉矶1月2日电（记者
高山）据美国相关专业统计机构日前
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2017年北美电
影票房总收入达 111.2 亿美元，比
2016年的历史最高票房收入下降约
2.3％，并略低于2015年，创下史上第
三高的佳绩。迪士尼公司则蝉联北美
年度票房收入冠军。

美国康姆斯科分析公司公布的最
新数据显示，2017年，北美全年电影
票房虽然未能保持继续增长的势头，
但总额仅次于2016年创下的历史最
好票房成绩114亿美元以及2015年
的111.4亿美元。

根据专业票房统计网站美国票房
网的数据，去年仅新上映8部影片的
迪士尼公司夺取了北美全年总票房约
21.2％的份额，继续领跑北美年度票
房。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去年新上映了
20部影片，约占北美全年总票房的
19.1％。排名第三的环球影业去年所
占份额约为 14％，新上映影片 16
部。20世纪福克斯公司和索尼影业

则分列第四、第五位，所占份额分别约
为11.9％和8.8％。

迪士尼公司2017年 12月 14日
宣布，与美国21世纪福克斯公司达成
协议，计划以大约524亿美元收购后
者的重要资产，包括后者的子公司20
世纪福克斯公司。如果合并获得批
准，两者的市场份额将达到惊人的
33.1％，其北美票房老大地位未来将
更加巩固。

迪士尼公司的精品战略继续获
得成功，新上映的8部影片在年度票
房收入前五名中占据了3席。其中，
最新一部星战影片《星球大战：最后
的绝地武士》上映仅半个月，就取得
了5.33亿美元的票房成绩，一举成为
2017年北美年度票房收入最高的影
片；真人版《美女与野兽》收获5.04亿
美元，为北美年度票房收入第二高的
影片；另外一部影片《银河护卫队2》
以3.89亿美元排名第四。前五名中
的另外两部电影分别是：华纳兄弟的
《神奇女侠》，以4.12亿美元排名第

三；索尼影业的《蜘蛛侠：英雄归来》
以3.34亿美元排名第五。

康姆斯科分析公司的票房分析
专家保罗·德加拉贝迪安对新华社记
者说，2017年北美电影票房总收入
能突破111亿美元实属不易，尤其是
经过了一个惨淡的夏天。2018年如
果想继续把观众从家中吸引到电影
院来，好莱坞必须创作出更多能带来
新鲜感的影片。

2017北美电影票房同比降2.3％
总收入111.2亿美元仍达历史第三高

仅映三周的《星球大战8》票房便夺冠

新华社巴黎1月2日电 （记者
张曼）法国国家电影中心2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2017年法国观影人次达
2.092亿，达到最近50年来的第三高
位，而且这是连续第4年超过2亿。

2017年，好莱坞电影在法国的
市场占有率有所下滑，法国本土电影
则实现三连增。

数据显示，法国本土观影人次达
7800 万，市场占有率由 2016 年的
35.8％上升至37.4％。美国电影观影
人次减少8.6％至1.02亿，市场占有
率由2016年的52.4％降至48.8％。

2017年法国最受欢迎的是两部
美国影片《神偷奶爸3》和《星球大
战：最后的绝地武士》，分别以560万
和520万高居观影人次前两位。《疯
狂特警队》则凭借460万观影人次问
鼎法国本土电影冠军。

法国电影市场观影人次迄今已
连续4年超过2亿。2011年，法国观
影人次创下2.156亿的纪录。

法国秉承“文化例外”原则，在影
视行业也有明文规定保护国产电影，
法国电视台播出的影片中，法国本土
片至少占40％。

法国去年观影人次超2亿
达到最近50年来第三高

据新华社电（记者许晓青）由内
地与港台演艺界共同拍摄的新版电
视剧《半生缘》近日在上海启动。

1997年，香港导演许鞍华执导
电影《半生缘》；2003年内地导演胡
雪杨将《半生缘》搬上电视荧屏。此

次启动的新版电视剧《半生缘》，邀请
到香港演员刘嘉玲扮演“姐姐顾曼
璐”这一关键角色。内地青年演员蒋
欣则扮演“妹妹顾曼桢”，与来自台湾
的青年演员郑元畅搭档演情侣。

该剧预计2018年与观众见面。

内地与港台合作再拍《半生缘》

■ 冯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