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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卫小林）省影视家
协会青年导演工作委员会导演王威日
前赴文昌中学，举行了“影视小屋”海
南支教活动公益讲座，这也是我省建
成首间“影视小屋”后举行的第三次公
益讲座，这是记者从省影视协获悉的。

据介绍，文昌中学有100多名高
中生聆听公益讲座，他们均来自该校
摄影社和DV部。课堂上，王威为同
学们介绍了纪录片的历史、发展和现
状，着重向同学们介绍了纪录片创作
中的“真”与“假”的辩证关系，同学们
对王威讲授的内容表现出浓厚兴趣，
并纷纷就各自感兴趣的影视问题向王
威请教，王威一一耐心回答。

据了解，“影视小屋”是由中国电
视艺术家协会与各省级电视艺术家协
会联合开展的公益文化活动，旨在利
用互联网等新媒体平台，创作、征集、

推广一批以少数民族中小学生为创作
主体拍摄的优秀视频作品。我省首间

“影视小屋”于今年1月5日在文昌中
学设立，授牌仪式上，中国电视艺术家
协会向文昌中学赠送了5台摄像机、
三脚架、存储卡、UV镜及相关专业书
籍。央视综艺频道节目主持人周宇当
场为文昌中学师生授课。其后，省文
联、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和海南省影视
家协会已先后两次安排我省节目主持
人黄瀚潮和橦桦到文昌中学支教。

王威在纪录片领域深耕多年，有
丰富实践经验，曾任央视《守望西藏》
《东方往事》等多部纪录片编导，在业
内有广泛声誉。2014年执导的纪录
片《喃嘀文昌人》，在海南本土及海外
华人中引起很大反响，该片现已发行
至加拿大、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日本、
新加坡等国，网络点击率高达500万。

本报三亚4月26日电（记者袁
宇）由三亚市委宣传部主办，北京紫
雅艺术馆协办的“大道·初心海上丝
绸之路”主题书画展，今天上午在中
亚国际大酒店开展，200余幅书画作
品亮相。

本次展览参展作品题材丰富，风
格多样，有写意的山水画，精致的工
笔画，还有遒劲有力的书法作品。参
展作品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

一体，为观众展现了当代中国书画家
的宽广视野。

参展作品中，有吴冠中、吴作人、
徐悲鸿等著名艺术家的力作，也有书
画家李景、勾奇志、周本刚、陶古、王
鸣放、张大风、张丽君、邹析伶等人携
佳作参展。展览一开幕，便吸引了许
多书画爱好者前来观赏，在三亚工作
的林丽激动地与同伴在徐悲鸿的人
体素描作品前合影，她说：“这是我第

一次亲眼看到徐悲鸿这样大名鼎鼎
的艺术家的作品，很激动。”

据悉，展览主办方还将于4月27
日邀请多位书画名家现场挥毫泼墨，
以笔会友，与三亚书画爱好者进行现
场交流。展览期间，还将举办艺术家
创作采风等书画交流活动。

据悉，本次书画展将持续5天，4
月30日结束，展出期间免费供市民、
游客观看。

“影视小屋”海南支教活动
第三次公益讲座举行

广告

广东华友拍卖行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8年5月10日10时在中拍协在线拍卖平台

（http://paimai.caa123.org.cn）举行网络拍卖会，公开拍卖废柴油
一批，保证金46万元。

竞买人报名要求：竞买人应是中国境内注册资本不低于500万
元的企业法人，并具备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持有行业主管部门颁
发有效的《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核准的经营
方式包括收集、贮存或综合利用，核准的经营废物类别含有HW08
（废矿物油），更多具体要求详见我司网站公告。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5月3日17时前向我司提交以上资料
复印件三份加盖单位公章并检验原件，经审核符合资质的竞买人，现
场领取竞买须知并确认交回我公司。竞买人需于拍卖日前2天，登
录中拍协在线拍卖平台，注册并申请参拍。

竞买人需于2018年5月4日16时前将拍卖保证金（由竞买人对
公账户汇出）汇款至我司指定账户，户名：广东华友拍卖行有限公司、
开户行：兴业银行广州东风支行、账号：399000100100132115、用
途：拍卖保证金。

标的展示时间：2018年5月7、8日，详情咨询我司。
资料提交及我司地址：广州市东风中路300号之一金安大厦6楼。
电话：020-83646189、13802767219邵生 微信：gdhypmh
网址：www.hypmh.cn 公司邮箱：gdhy204618@163.com

2018年4月27日

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
关于2018年度省级电影专项资金第一批分配方案的公示

根据有关规定，拟安排2018年度第一批省级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559万元（详见附件），现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18年4月27日
—5月4日。如对公示内容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厅反映，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及意见提出人的姓名、单位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电话：黄志强，65370960。地址：海口市海府路59号13楼1324房。
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

2018年4月27日

附件 2018年第一批省级电影专项资金分配明细表 单位：万元

新建影院一次性补贴

影院升级改造补贴
首家数字影院补贴

国产影片放映奖励

海南省保亭县呀诺达汽车影
院、琼海中视国际影城、中影国
际影城（海口绿地灵山店）、三
亚耀莱成龙影城、海口中视国
际影城（王府井店）、三亚吉影
香港影城、三亚市IDC国际影
城亚龙湾店
海口万达国际电影城
海南省琼中星光百花国际影城
澄迈银龙影城
儋州中视影城
五指山星光翡翠国际影城
海南省海口市星美影城
海口市耀莱成龙国际影城
海口市中影国际影城
三亚市中影丽禾国际影城
临高澜江时代凤凰影城
海口银龙影城
海口南亚银龙影城

140
（每家20）

9
35
4
6
4
3
13
8
6
5
2
4

项目 单位名称 金额

国产影片放映奖励

优秀国产影片制作奖励

2017年“先征后返”补贴

合计

海口市中影幕森国际影城
三亚明珠电影城
三亚中影UL城市影院一方店
三亚中影星美国际影城
儋州恒大影城
陵水都乐国际影城
海南省昌江兴业影城
海南省三亚市佳润影城
三亚赫迪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一品天成影业有限公司
万宁华影影城
屯昌（中部）电影城
澄迈万达影城
陵水阿罗哈影城
琼海时代宝真影城
东方华人国际中影星美影城
东方尖峰影城

7
8
4
4
5
5
3
5
50
50
38
21
27
12
32
36
13
559

项目 单位名称 金额

关于国有产权（资产）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XZ201804HN0030

项目名称

嘉庭创意酒店内的简易房101号
嘉庭创意酒店内的简易房102号
嘉庭创意酒店内的简易房103号
嘉庭创意酒店内的简易房104号
嘉庭创意酒店内的简易房105号
嘉庭创意酒店内的简易房106号
嘉庭创意酒店内的简易房107号
嘉庭创意酒店内的简易房108号
嘉庭创意酒店内的简易房109号
嘉庭创意酒店内的简易房110号
嘉庭创意酒店内的简易房111号
嘉庭创意酒店内的简易房112号
嘉庭创意酒店内的简易房113号

嘉庭创意酒店内的老干宿舍B1

嘉庭创意酒店内的老干宿舍B2
毛阳镇毛阳1号铺面
毛阳镇毛阳2号铺面
毛阳镇毛阳3号铺面
毛阳镇毛阳4号铺面
毛阳镇毛阳油库坡地

套内建筑面积
（m2）

23.06
25.46
25.46
25.46
25.46
25.46
25.46
25.46
24.89
20.52
20.52
20.52
17.6

72.96

76.15
92.6
92.6
92.6
92.6
40000.2

挂牌底价/
年租金（元）
9600
10800
10800
10800
10800
10800
12000
12000

18000

9600
8400
7200

26400

27600
19200
19200
19200
19200
9000

保证金
(元)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8500

8500
6000
6000
6000
6000
3000

每份竞租保证金4000
元，可以竞租任意一间
房，竞得房数以缴纳保
证金份数为限。

每份竞租保证金8500
元，可以竞租任意一间
房，竞得房数以缴纳保
证金份数为限。

每份竞租保证金6000
元，可以竞租任意一间
房，竞得房数以缴纳保
证金份数为限。

1、本项目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
式交易，意向承租方取得竞租资格后
即可进行自由报价，每个标的限时报
价开始时间详见交易所网站公告。

2、原承租方（指原与业主签订租
赁合同方）在同等报价下享有优先承
租权，该优先承租权行使方法为：原
承租方应办理报名手续、缴纳保证
金，取得竞租资格并参与网络动态报
价，在竞价过程中同等报价下行使优
先承租权，否则视为放弃该权利。

3、以成交价作为年租金，租赁期
限为三年。

4、公告期：2018年4月27日至
2018年5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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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权交易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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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58038（ 吴 先 生 ）、
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8年4月25日

受委托，按现状分别公开招租海口滨海大道33号嘉庭创意酒店内的简易房13间、五指山
市毛阳镇毛阳林业站南侧1-4号铺面、五指山市毛阳镇570行政区（毛阳）油库坡地约60亩，
详见下表：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论证通过，我委拟按程序修改《文昌
市月亮湾北部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椰锦路的控制高程。为广泛
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18年4月27日至2018年5月26日）。
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sghwyh@

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开发区市政府大院西副
楼一楼文昌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编制室，邮政编码：571339；（3）意见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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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128，联系人：林莉娴。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关于进行《〈文昌市月亮湾北部起步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椰锦路规划修改论证报告》公示启事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4月27日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论证通过，我委拟按程序对文昌市清

澜片区南三环路横断面进行修改。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

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18年4月27日至2018年5月26日）。

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sghwyh@

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开发区市政府大院西副

楼一楼文昌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编制室，邮政编码：571339；（3）意见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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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128，联系人：林莉娴。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关于进行《〈文昌市清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南三环路规划修改论证报告》公示启事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4月27日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论证通过，我委拟按程序修改《文昌

市航天大道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经七路、经九路的规划指标。为广

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18年4月27日至2018年5月26日）。

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sghwyh@

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开发区市政府大院西副

楼一楼文昌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管理室，邮政编码：571339；（3）意见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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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128，联系人：林莉娴。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关于进行《〈文昌市航天大道片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经七路、经九路规划修改论证报告》公示启事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4月27日

招标公告
1、项目名称：三亚福朋喜来登酒店员工宿舍项目（高低压配电及发

电机组工程)。2、招标人：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3、项目概况：
本工程分为室内高低压变配电工程、发电机组及消音环保工程、室外配
线工程三部分。4、招标控制价：7766884.87元人民币。5、计划工期：90
日历天。6、投标申请人资格要求：具备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电力工程施
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或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同时具备
国家电力监管机构核发的承装（修）五级及以上电力设施许可证，以及有
效期内的省级及以上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7、报名和获取招标文件时间：2018年4月27日至2018年5月4日，法定
节假日、公休日除外，每日上午8:30时至11:30时，下午14:30时至
17:00时。8、报名和获取招标文件地点：三亚市新风路金鹿大厦西侧二楼。
9、详细内容请登录《中国采购与招标网》（http://www.chinabidding.
com.cn）查询。10、联系人：陈先生 电话：13976188121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2018年4月27日

本报海口4月26日讯（记者卫
小林）由台湾演员兼歌手刘若英首次
执导的青春题材文艺电影《后来的我
们》，今天开始在全国各大院线排出映
期，结果竟以44.8%的排片率，成了今
年“五一档”排片场次最多的影片。截
至今天，该片4月28日首映日预售票
房已超8000万元，海南各大院线预售
最好的影片也被它牢牢占据，这是记
者今天下午从我省院线获悉的。

据介绍，《后来的我们》是刘若英
的导演处女作，主演除井柏然、周冬
雨外，还有内地第五代导演田壮壮。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后来的我
们》是那种一旦上映后就会让观众自
己“加戏”的电影，它能轻易勾起每个
观众心中的爱情往事，让影迷看完影
片后思绪难以停下来，还要回忆自己
的青春和爱情，就像不久前上映的
《前任3》一样，有望引发话题进而造

成票房大热，这也使该片很可能成为
今年“五一档”的观影热点，而且票房
前景有可能超过《前任3》。

据悉，导演刘若英一开始是打算
讲一两个年轻人离开家乡到外地去工
作的故事，但该片监制张一白给了她

“北漂”的概念，这令刘若英豁然开朗，
她很快重新改写了故事，最终成片变
成了一个关于北漂、青春、爱情遗憾的
青春文艺片。这当中，有以执导爱情
文艺片出名的名导演张一白的功劳。

《后来的我们》讲述了一个青春
爱情故事，井柏然和周冬雨饰演的男
女主人公相识在春运的火车上，相爱
于北漂在京城的生活之中，在爱情里
兜兜转转，在北漂期间起起伏伏，井柏
然扮演的见清，最终成了周冬雨扮演
的小晓希望的那种人，但两个曾经一
起吃一碗泡面都高兴的人，已经再也
不可能在一起了，这就是他们的后来。

刘若英首执导筒，井柏然、周冬雨联袂主演

青春文艺片《后来的我们》明天海南上映

《
后
来
的
我
们
》
剧
照

三亚举办名家书画展

中国500余种图书
亮相日内瓦国际书展

新华社日内瓦4月25日电（记者施建国）一
年一度的日内瓦国际图书展25日开幕，中国展台
展出图书500余种，内容涉及传统文化、人文社
科、中国文学、语言学习和儿童图书等，吸引不少
读者驻足。

此次中国出版代表团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商务印书馆有限
公司等8家出版单位组成。据代表团团长赵剑英
介绍，此次参展图书不仅有反映中国古老文化的
题材，也有展示当今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
书籍，包括诠释中国梦，介绍中国道路、中国经验
和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读物。

他说，参加国际图书展是实现中国出版业“走
出去”的重要途径之一。参展期间，中国展团还计
划组织作家交流、版权签约仪式、重点图书推介等
多种活动，加强与当地出版机构的交流，探索建立
国际合作的途径。

日内瓦国际图书展是瑞士重要书展活动之
一，从1987年起每年举办一次，展品多元化是图
书展的一大特色。

本届书展持续5天。据组织方估计，书展参
观者可望达到10万人次。

英国时尚品牌牵手
中国“非遗”手工绣

据新华社伦敦4月25日电（记者张代蕾）英
国时尚品牌Aspinal of London25日宣布与B
＆H中国文化创意中心合作，共同开发集中国“非
遗”文化元素与英国设计为一体的时尚产品。

合作启动仪式当天在位于伦敦商业区摄政街
的Aspinal旗舰店举行。来自中国湖南凤凰古镇
的明代苗族男装腰带、清朝苗族刺绣背心、民国时
期的云南彝族婚礼服头饰……各式精美绝伦的中
国少数民族手工刺绣制品，为这家英伦风皮具店
平添了一份东方神韵。

Aspinal创始人伊恩·伯顿说，这些中国手工
绣品和纹样“美得不可思议”，他表示，近期自己将
与设计师团队一道远赴中国贵州考察，与大山里
的绣娘们交流、合作，期待尽快推出富含中国文化
元素的新品。

B＆H中国文创中心发起人之一、“依文·中
国手工坊”创始人夏华说，这次与西方知名品牌的
合作是一次变革。“中国传承了上千年的传统手工
艺术不再只是博物馆的藏品、文化研究的对象，它
已开始与现代设计结合，开始真正地走进国际市
场，走进人们的生活”。

据新华社里加4月25日电（记
者郭群 李德萍）为期两天的拉脱维
亚第15届“汉语桥”中文比赛25日
在首都里加闭幕。

据介绍，本次参赛选手人数再创

历史新高，且以少年儿童居多，这表
明中国语言文化受到各年龄段人群
特别是越来越多少年儿童的喜爱。

比赛分自我介绍、主题演讲、中
华文化知识问答和才艺展示4个环

节。经激烈角逐，艾力克和来自拉脱
维亚文化学院的诺拉凭借流利的汉
语分获两个组别的冠军。两人将与
其他获奖者赴中国参加“汉语桥”世
界大学生和中学生中文比赛。

拉脱维亚举行第15届“汉语桥”中文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