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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阳春三月，春暖花开。为积极参与琼海市绿化建设，贯彻落实“青
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交通银行琼海支行响应共青团琼海
市委关于学雷锋活动月的号召，参加琼海市2018年“社会文明大行
动·志愿服务我先行”义务植树活动。

3月中旬，支行十余名党员、团员全体出动来到琼海市大路镇福文
村，共同种植绿色树苗，为琼海的春天增添一抹绿意盎然。植树现场
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参加活动的青年员工在专业师傅的指导下，学
会了如何扶苗、培土、围堰，并不时与其他兄弟单位一起交流植树造
林、保护生态的经验和体会，最终共种植百余株树苗。

据悉，2018年是交通银行创立110周年。百年企业，百年交行，交
通银行琼海支行作为交通银行大家庭中的一份子，将继续履行国有大
行的社会责任，以实际行动倡导绿色、健康、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用
爱心传播正能量，为创造生态文明城市贡献一份力量。

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
交通银行琼海支行开展义务植树活动交通银行琼海支行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评选全国
工会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的通知》（人社部函﹝2017﹞210
号）的要求，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严格履行推荐程序，拟正
式推荐海南农垦八一总场有限公司工会为全国工会系统先进集
体，海南省澄迈县地方税务局工会邱尧同志为全国工会系统先进
工作者推荐对象，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工会赖小萍同志为全国
工会系统劳动模范推荐对象。通过全国工会系统先进集体和先
进工作者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初审，现予以公示，公示时间
为5个工作日，如有异议，请于公示截止日前反馈海南省推荐评选
全国工会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系电话：66553612 ，66553611（传真）。
联系地址：海口市美兰区滨江路72号劳模大厦629室。
邮政编码：570203。
一、全国工会系统先进集体评选条件。
1.坚持以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充分发挥党联系职工
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成为广大职工群众信赖的“职工之家”，团
结带领广大职工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2.把握工人运动时代主题，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
展道路，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引导广大职工积极为经
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建功立业,在工会组建、维权服务、改革创新
等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

3.领导班子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面治党，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
线，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
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工作作风扎实，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有较强的凝
聚力和战斗力，在职工中有较高威信，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

4.近5年来，本单位未出现违法违纪问题。
二、全国工会系统先进工作者评选条件。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勇于
担当、无私奉献，做职工群众信赖的“娘家人”。近5年来，未出现
违法违纪问题。同时，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引导广大职工为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开展主题劳动和技能竞赛，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建
功立业;

2.加强源头参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在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
益中取得突出成绩;

3.做好困难职工帮扶工作，为职工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在
服务职工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

4.坚持问题导向，以增强“三性”、去除“四化”、做强基层、着力

创新为目标，在工会改革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
三、推荐对象基本情况及先进事迹
海南农垦八一总场有限公司工会。近年来，八一总场公司工

会在海垦控股集团工会和公司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团结带领公司
广大员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
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在国企改革步入深水
区、攻坚期的新形势下，立足工会实际，以创新为不竭动力，聚焦
主责主业，忠实履行职责，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有效激
发了员工的主人翁责任感，凝聚了员工干事创业、共谋发展的正
能量。工会先后荣获“全国企业工会红旗单位”、“全国厂务公开
先进单位”、“全国五一劳动奖状”等先进荣誉。 2017年，获得“全
国厂务公开民主管理示范单位”、“全国工会职工书屋品牌建设示
范单位”荣誉称号。

邱 尧，女，汉族，1965年10月出生，大学学历，1985年12月
参加工作，现任海南省澄迈县地方税务局工会主席。邱尧同志自
2011年5月任澄迈县地税局工会主席以来，倾尽全力为干部职工
提供帮助，尽自己所能服务好干部职工，默默做好不起眼的“后勤
服务”工作，架起连心桥、搭起暖心窝，增强了干部职工的归属感
和荣誉感，使干部职工始终保持饱满的精神状态，有力地促进了
澄迈税收事业的科学发展。邱尧同志曾先后获得省妇联、省总工
会、省地税局、县妇联、县局授予的“五好文明家庭”、“最美贴心娘
家人”入围奖、全省第一届文明家庭、“年度考核先进个人”、“优秀
共产党员”及“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赖小萍，女，汉族，1967年12月出生，大学学历，1991年7月
参加工作，现任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女工委副主任兼民管
部主管。赖小萍同志自1992年加入海南电网工会工作至今已有
26年，先后负责工会民主管理、组织宣教、工会财务经审及女工工
作等多个岗位工作，作为海南电力系统最早的工会工作者之一。
赖小萍同志立足本职 敬岗爱业，默默耕耘，无私奉献，把当好职
工“娘家人”，作为从事工会工作毕生的追求，真诚真心服务职
工。每次都能高效、出色的完成承担工作，是同事们心中交口称
赞的工会知心“好大姐”。她的工作业绩也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
充分认可，先后荣获2013年度全国总工会经审工作优秀干部，
2007年中国能源化学工会全国电力系统劳动保护先进个人，连
续7年荣获海南省总工会财务工作先进工作者，连续7年荣获海
南省总工会统计工作先进个人；2007年获中国南方电网公司巾
帼建功标兵、2012年中国南方电网工会先进工作者；2008年被评
为海南电网公司援黔抗冰抢险先进个人。

海南省推荐评选全国工会系统
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3月29日

公 示

华侨城·椰海蓝天公寓项目应用太阳能
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华侨城·椰海蓝天公寓项目位于东海岸东湖村委会，用地面积
46622.79平方米，属《海口市江东组团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0501地
块范围。设计方案14#、15#、16#住宅楼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
建筑面积179.6平方米，经图审机构审查（琼B太阳能核字【2015】
011号），可补偿建筑面积211平方米。根据《海南省太阳能热水系
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见，现按程
序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8年3月 29日至4月12日）。
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ghw.haik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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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
2056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建筑技术审查一处，邮政编码：570311。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8724371，联系人：龙腾卓。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3月29日

本报海口3月28日讯（记者卫
小林）由中国和加拿大音乐人联合打
造的音乐剧《爱丽丝梦游仙境》，将于
4月6日、7日两晚在海口日月广场华
人国际剧院上演，这是记者今天从演
出主办方海南华人国际文化投资集
团获悉的。

据介绍，2015年，经典文学名著
《爱丽丝梦游仙境》首次被改编成为
多媒体音乐剧，由加拿大音乐人打造
的这一版音乐剧，曾在全球10多个
国家演出逾千场，获得广泛好评。该
剧以影像辅佐舞美，布景只有少量，
演员表演全以舞台映衬的裸眼3D视
觉效果影像为背景，不仅展示出了变
幻莫测的文学名著场景，而且让演员
表演与裸眼3D视觉效果背景相辅相
成，为观众提供了一台普通音乐剧不
可能呈现出来的“视听幻想曲”。

记者了解到，即将来海口上演的
这一版《爱丽丝梦游仙境》，由加拿大
女导演苏赞妮·戈叶特执导，我国著
名音乐剧编剧、作词人王凌云编剧和
作词，毕业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音
乐学院的音乐硕士祁峰担任音乐制
作，加拿大蒙特利尔凤凰艺术学校教
务长、舞蹈教师严文思编舞，演员全
是来自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戏剧学院
等专业艺术院校音乐剧表演专业的
学生，堪称中国和加拿大两国音乐界

精诚合作的结晶。
据悉，在舞台呈现效果上，加拿

大原版的裸眼3D视觉效果和纱幕投
影、立体影像等多媒体手段分毫未
减，尤其是3D动画角色的加入，更让

演员与3D动画角色之间的交互表演
虚实难辨，舞台效果更加生动逼真。
而这一版创新性引入的“虚拟主持
人”应用系统，将放弃生硬的说教方
式，真正实现观众与演员之间、观众

与剧情之间、亲子与亲子之间的互动
交流，使这个流传已久的名著故事焕
发出新的魅力，让名著改编越做越有
时代新意，演出越来越受到当今时代
的家长和儿童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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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2)

(H03)

(H01)
着力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金融支撑

去年海南涉农贷款余额1471亿元

白马股调整 题材股活跃

剪刀差收窄 赚钱效应回升

(H09)

兴业银行海口分行：
践行绿色金融守护海南绿水青山
161亿信贷资金为海南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溢价约20% 京南公司当“接盘侠”

欣龙控股员工持股坚守三年终赚钱

本报海口3月28日讯（记者郭
萃）今天晚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第
三届国际微电影展映盛典在海口举
行，来自岛外的影视艺术家、明星以及
本土的影视爱好者共计1500余人参
加。盛典现场，杨澜被授予活动形象
大使称号，韩磊等艺术家被授予公益
大使称号。

据了解，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国

际微电影展映活动，是由中国电影家
协会授权的国内微电影展映活动，具
有全媒体、多终端展映微电影作品的
特色。第三届国际微电影展映活动总
共征集到微电影作品7300部，经过评
委会 3轮评选，最终评出优秀作品
173部，优秀组织单位15家。

征集作品真实记录和表现了当下
中国年轻人生活、学习、恋爱、奋斗以

及他们对新生活、新工作、新思路、新
方向的追求。此外，征集作品中还有
27个国家200余部国际作品参与，这
些作品展现了国外年轻人的思想潮流
和积极向上的情怀，同时也描绘了国
外的生活、文化和美丽风景，尤其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土人情，这
些中外作品将在盛典之后进行广泛交
流和公益传播。

盛典现场，杨澜被授予活动形象
大使称号。为表彰对金鸡百花微电影
盛典的公益性推广，韩磊等艺术家被
组委会授予公益大使称号。中共中央
宣传部宣教局特地为本次活动推荐的
五部微电影作品《大功三连》《绝壁天
渠》《燃灯者》《生命界碑》《太行山上新
愚公》，也在现场进行了展示。

此外，活动期间还举办了题为“互

联网多元化环境下中国影视发展之
路”的论坛，深入探讨多媒体形式下互
联网+的影视发展之路。

第三届国际微电影展映盛典由中
国电影家协会指导，海口市委宣传部、
中国电影家协会微电影工作委员会、
中国电影家协会国际传播工作委员
会、中国教育电视台、海南省金盾影视
文化演艺有限公司主办。

金鸡百花电影节国际微电影展海口举行
经评委3轮评选共评出优秀作品173部

中国和加拿大音乐人联合打造

音乐剧《爱丽丝梦游仙境》下周海口上演

音乐剧《爱丽丝梦游仙境》剧照

新华社巴黎3月28日电 戛纳
国际电影节艺术总监蒂埃里·弗雷莫
日前在接受《法国电影》周刊采访时
表示，凡是角逐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
榈奖的影片都必须要“在法国院线发
行”，仅仅通过在线点播播映的影片，
只能参与戛纳国际电影节的非竞赛
单元。

据介绍，2017年第70届戛纳电
影节举办期间，美国视频点播公司

“网飞”（Netflix）与戛纳国际电影节
主办方关于入围影片播映方式产生
了分歧，由此引发了广泛争议。

当时，由“网飞”制作的两部影片
《玉子》和《迈耶罗维茨的故事》入围
了第7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的主竞赛
单元。但为了保护传统院线，法国的
规定是影片在院线发行36个月之后
才能在线点播，但“网飞”表示这两部
电影均不会在法国院线上映。戛纳

国际电影节主办方随后发表声明，重
申对传统院线发行程序的支持，并决
定从2018年起所有希望入围该电影
节竞赛单元的影片都要作出在法国
院线发行的承诺。

弗雷莫表示，“网飞”仍期待推出
其他电影参与戛纳电影节，但是“他
们坚持的方式与我们背道而驰”。不
过，部分不入院线的影片“艺术层面
上非常突出”，因此将获准进入电影

节非竞赛单元进行展映。
弗雷莫还表示，第71届戛纳电

影节将明确禁止红毯自拍，以免造成
“不合时宜的混乱”，影响红毯及整个
电影节流程。

第71届戛纳电影节定于5月8
日至 19日在法国南部城市戛纳举
行，澳大利亚著名影星、奥斯卡影后
凯特·布兰切特将出任电影节评委会
主席。

“古墓”导演叙事能力欠佳
■ 冯巍

上周看了《古墓丽影：源起之战》，觉得该片导
演叙事能力欠佳，把一个本该拍得惊心动魄的故
事弄成了白开水，一股失望之感油然而生。

17年前，由安吉丽娜·朱莉主演的第一部《古墓
丽影》上映后，曾经掀起一阵风潮，吸引不少影迷捧
场。两年后上映的《古墓丽影2》同样吸引观众，这
两部前作在惊悚悬疑类型上做足了文章，也让影迷
对女主演安吉丽娜·朱莉留下了良好印象。

此次观看的《古墓丽影：源起之战》，属于这一
系列片的重启之作，本来有系列片两部前作铺路，
又是改编自最新网络游戏《古墓丽影9》，按理说
足以吸引游戏粉丝和前作影迷，可是导演最终呈
现给影迷的片子，竟然以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冗长
前戏来考验观众的耐心，进入古墓后的戏份已经
非常有限了，这使得不少没有耐心的影迷到网上
纷纷表达批评之声。

为了使女主角劳拉后半段在墓中的超强身手
“有据可考”，导演居然在前半段花了很大功夫去讲
述她如何进行拳击比赛、如何进行自行车比赛，好
像如此拍其“经历”就让劳拉形象有“积累”，特别是
那虚张声势的一跳，差点让影迷的耐心彻底丧失，若
不是进入古墓后戏份开始有吸引力，恐怕在我国上
映两周来，连如今的4.7亿元票房也难。

由此可见，一部电影好看不好看，多半取决于
导演的叙事能力，尤其是惊悚悬疑类型片，叙事尤
为重要，否则结果就是影迷吐槽、资方赔钱。

张家辉自导自演
警匪片《低压槽》
将于4月28日全国上映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记者
白瀛）由两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
主角奖得主张家辉自导自演的警匪题
材电影《低压槽：欲望之城》（以下简称
《低压槽》）将于4月28日起在全国上
映。影片主演还包括徐静蕾、何炅、余
男等。

张家辉28日在京介绍，片中主角
是警方卧底于秋，因为一宗儿童绑架
案身份开始败露，引来犯罪集团的追
捕；为了坚持心中的正义，于秋不惜铤
而走险，与神秘集团老板展开一场斗
智斗勇的生死战的故事……

2015年，张家辉推出电影导演处
女作《陀地驱魔人》。对于他导演的第
二部电影《低压槽：欲望之城》，张家辉
说，他希望用不太常规的处理手法，在
镜头、演员表达、美术以及造型上都有
不太常规的表达。

张家辉在《低压槽：欲望之城》中

“青铜虎鎣”
将在英国拍卖？
国家文物局：正在了解核实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记者
施雨岑）针对英国坎特伯雷拍卖行将
于4月11日拍卖“青铜虎鎣”等疑似
圆明园流失文物一事，国家文物局相
关部门负责人28日表示，正在了解核
实拍卖的相关情况。

这位负责人说：“我们一贯反对并
谴责买卖非法流失文物的行为，希望
有关机构遵守相关国际公约精神，尊
重文物原属国人民的感情，不买卖非
法流失的文物，不以此类文物为名进
行商业炒作。”

2018年起戛纳电影节实施新规：

竞赛单元影片都要在法国院线发行

致敬人民音乐家施光南

民族歌剧《伤逝》将在京上演
据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记者周玮）为纪

念人民音乐家施光南逝世28周年，再现中国当代
文艺经典魅力，民族歌剧《伤逝》将于5月2日和3
日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

《伤逝》是我国民族歌剧史上一部里程碑式作
品。为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由王泉、韩伟编
剧，施光南作曲，中国歌剧舞剧院组织创作排练，
著名歌唱家程志、殷秀梅主演，1981年在北京人
民剧场首演，当时引起很大轰动。2014年，中国
歌剧舞剧院重新复排完整版，并在北京、上海和鲁
迅的故乡绍兴演出，观众反响热烈。

此次演出，由女高音歌唱家王莹扮演女主角
子君，男主角由男高音歌唱家王传越扮演。对再
度执导复排《伤逝》，导演陈蔚表示，这部兼具思想
性、艺术性的歌剧经历了几代观众的检验，特别是
施光南的音乐可谓历久弥新，“此次二度创作讲求
一个‘精’字，力求完美呈现出该剧的中国性。”

歌剧《伤逝》音乐形式上包含了咏叹调、宣叙
调、对唱、重唱、合唱、伴唱等几乎所有西洋歌剧的
表现形式，且融入了丰富的中国民谣色彩和时尚
信息，剧中的《一抹夕阳》《她夺走了我的心》《紫藤
花》等经典唱段，一直作为声乐教材使用。

3月28日，2018秋冬上海时装周在上海拉
开帷幕，本届时装周将持续至4月3日。图为模
特在上海新天地展示服装。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