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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29日讯 （记者
卫小林）由我省影视界联手国内著名
影视人共同创作的海南电影《香凤
凰》近日获得国家电影主管部门备
案，领到海南省电影局成立后发放的
第一批电影拍摄许可证，这标志着这
部列入中国电影“一城一影”“一业一
影”项目的海南影片即将开拍。

据介绍，《香凤凰》由著名影视
编剧韩志晨任编剧，著名电影导演
张弛任导演。作为中国电影“一城

一影”“一业一影”的海南题材电影，
海南地域特色是其主要特点。为了
真实反映海南共享农庄特色，编剧
韩志晨今年国庆节前便来到海南采
风，他先后到海口、琼海、万宁、陵
水、保亭、白沙、东方、澄迈等多个市
县的共享农庄搜集素材。采风过程
中，韩志晨搜集到了许多海南共享
农庄建设进程中的生动故事，极大
地丰富了影片内容。11月下旬，这
部名为《香凤凰》的电影剧本通过了

国家和省相关部门的审查。
中国电影“一城一影”“一业一

影”组委会相关负责人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
振兴战略，随后，海南提出以共享农
庄为抓手，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打造海南乡村振兴的新载体。

“海南乡村振兴如火如荼，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也在部分农村初显雏形，
让不少城里人和农村人都受益于真
正把绿水青山变成老百姓的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该负责人说，“海南
影视创作者关注到了这一显著变化，
希望通过我国影视业内精英的艺术
创作，用《香凤凰》这部影片展示海南
共享农庄的特色。”

据悉，《香凤凰》编剧韩志晨是国
家一级编剧，擅长农村题材影视剧本
创作，代表作有电视连续剧《篱笆、女
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古船、女
人和网》等。导演张弛毕业于中央戏
剧学院导演系，曾编剧电影《东京审

判》、编剧并导演电影《地下的天空》
《奥戈》《黎歌》等，作品曾获中国电影
金鸡奖、百花奖、华表奖、“五个一工
程”奖等国内电影奖和纽约国际电影
节导演处女作奖、哥伦比亚波哥大国
际电影节最佳导演、最佳影片等海外
电影奖。

电影《香凤凰》由省旅游和文化
广电体育厅、省农业农村厅策划主
导，海南天尚星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海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展现海南共享农庄特色

海南电影《香凤凰》即将开拍

本报三亚11月29日电（记者孙
婧）以海洋生态环保和爱情为主题的
院线电影《爱TA就带TA来三亚》，
11月28日在三亚拍完最后一组空镜
头后杀青，随即进入后期制作阶段，
计划2019年初上映。该片片花将在
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上播出。

该片编剧、导演王星军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爱TA就带TA来三亚》
讲述了一位辞去国外高薪工作来到
海南三亚的女博士卓娅，带着父亲未
完成的梦想，致力于海洋生物保护研
究，其助手平博在朝夕相处中爱上了

卓娅，而俄罗斯石油大亨的儿子瓦西
里，也追随卓娅来到了三亚，于是，因
为海洋环保的共同梦想，在三亚上演
了几段浪漫的爱情故事。

在片中，青年演员容尔甲、常丝
丝出任男女主演，青年演员及晓龙、
谷峰、叶鑫联合演出。片中的男二号
瓦西里，由俄罗斯著名演员、上海戏
剧学院表演专业硕士研究生伊万饰
演。另外，该片还特邀了三亚艺术团
演员唐玉兰、唐潮望，分别在片中扮
演男女主角的父亲、母亲。

王星军表示，该片筹备一年多时

间，经过一个多月时间拍摄，剧组在
三亚湾红树林度假世界、凤凰岭公
园、天涯海角、大小洞天、落笔洞、西
岛、台楼村等景区及乡村取景，把三
亚的美丽风光展现在影迷面前。王
星军还透露，接下来他计划拍摄一部
60集的电视剧，继续讲述海南故事，
展现海南更多美景。

王星军站在凤凰岭山巅那块“海
誓山盟”石碑前，深呼吸着湿润的空气
说：“我在新疆长大，所见都是一望无
际的黄沙，海南的蓝绿色美景给了我
太多灵感，这里的少数民族文化也让

我特别感兴趣，希望通过电影将海南
美景和海南人的淳朴展示给更多人。”

从2012年起，王星军陆续以海
南为题材，拍摄了《三六巷》《新青春
之歌》两部影片，加上这部《爱TA就
带TA来三亚》，共同构成了他的“海
南三部曲”系列电影。

《爱TA就带TA来三亚》由三亚
市委宣传部、海南三亚星军影视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北京雨歌飞扬有限公
司、海南鹏达影视有限公司、海南红
山之外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单
位联合摄制。

本报三亚11月29日电（记者林
诗婷 徐慧玲）拍短视频展示美好三亚
还能拿大奖，这样的好事来了。11月
28日下午，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市旅
游委联合短视频社交软件抖音发起的

“遇见美好三亚”2018年三亚旅游旺
季旅游营销活动动员大会上获悉，“遇

见美好三亚”抖音大赛正式启动。
据介绍，即日起至12月12日，三

亚各旅游相关企业、游客、市民等参
赛者，只需拍摄主题为“遇见美好三
亚”的短视频，上传到抖音短视频平
台，并搜索抖音话题“#遇见美好三
亚”参与活动；或在三亚各大景区、酒

店找相关宣传海报扫码进入活动页
面，上传积极向上、有创意的原创短
视频，优秀作品将有机会获奖。

据了解，本次大赛通过抖音短视
频传播方式，记录三亚的美食、美景
以及美好的人和事，让更多网友多角
度了解和感受三亚之美。同时，此次

活动还将面向省内外多个城市进行
定向推广并举办系列线下活动。

据悉，12月14日，活动主办方将
根据作品点赞量评出大赛一、二、三
等奖，优胜者将分享三亚往返机票、
星级酒店房券、海鲜大餐兑换券、景
区门票、婚纱摄影券等多种奖品。

电影《爱TA就带TA来三亚》杀青
将于2019年初上映

“遇见美好三亚”抖音大赛启动
优胜者将获三亚往返机票、星级酒店房券、景区门票等奖品

定安举行
经典美文诵读大赛
16个单位参赛

本报定城11月29日电（记者邓
钰 特约记者司玉）11 月 28 日晚，
2018年定安县党政机关中华经典美
文诵读大赛在定城镇举行，该县公安
局、工商局等16个单位的参赛选手，
为现场观众诵读了《匆匆》《致橡树》
《琵琶行》等经典美文。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参加本次
大赛的选手所选美文体裁不限，可以
是诗、词、散文等文体，但必须是中国
的古今名家名篇，主题必须健康向上，
内容要兼具思想性、文化性和艺术
性。选手在诵读的时候，可以选用相
应的音乐作背景营造氛围。

据悉，当选手诵读结束后，现场评
委围绕诵读形式、技巧、普通话水平、
表演特点和诵读整体效果等因素，对
选手进行简短点评，同时解读所选美
文的主题或思想内涵，以加深现场观
众对这些美文的理解。

本次比赛设一等奖1个、二等奖2
个、三等奖4个、优秀奖5个。经过激
烈比拼，最终，定安县妇联参赛选手
黄津获得一等奖。

本次比赛由定安县文体局主办，
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
展现广大机关干部的精神风貌，营造
良好文化氛围。

陵水乡村广场舞大赛开赛
本报椰林11月29日电（记者王黎刚）陵水

黎族自治县首届乡村广场舞“星光大道”选拔赛
11月29日在陵水拉开帷幕，比赛分“椰林、陵北、
陵南、陵东”4个赛区，共有来自11个乡镇的72支
参赛队伍共1100余人参赛。

本次大赛源自2013年起举办的“元宵喜乐汇
广场舞大赛”，该赛事经广泛传播，已逐渐成为陵
水参赛人数最多、观赛热情最高的品牌赛事之
一。该县文体局在多年“元宵喜乐汇广场舞大赛”
成功举办的基础上，今年特别策划举办首届全县
乡村广场舞“星光大道”选拔赛，把科学健身知识
和理念送到基层村镇，丰富全民健身赛事活动。

陵水多年坚持举办全县广场舞比赛，自2015
年起，该县还举办了全国广场舞大赛总决赛，到
2017年已连续举办了3届。

本届比赛由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主办。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9部电影被推介为重点片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记者白瀛）由

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影股份、华夏电影公司等单位
29日在京联合推介9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重
点国产影片。

这9部国产影片，包括讲述浙东山村筹备国
际山地马拉松分站赛故事的《春天的马拉松》、描
摹深圳老城照相馆祖孙三代人生变迁的《照相
师》、反映交通建设和路桥工人生活的《大路朝
天》、展现东西部对口扶贫的《闽宁镇》、表现中国
互联网人奋斗精神的《中国合伙人2》。

重点推介影片还包括讴歌当代科学家奉献精
神的《黄大年》、反映贵州遵义党员干部带领群众自
力更生创造人类工程奇迹的《天渠》、展现湖南湘东
新时代年轻人回归故园建设美丽乡村的《热土》、讲
述内蒙古基层警察执法为民故事的《片警宝音》。

主办方说，这9部影片从不同角度为人民抒
写、抒情、抒怀，呈现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翻天
覆地的巨大变化以及中国人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
面收获的幸福感、获得感。

11月28日，胡军、濮存昕主演的话剧《哈姆
雷特》在国家大剧院首演。图为剧照。 新华社发

广告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8年
11月30日00:00-06:00对行业云平台进行升级
优化，在升级过程中，预计影响行业云客户业务大
约20分钟。

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详情请拨打
客户服务热线10000后，请按“9”进行咨询。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18年11月30日

废旧PS版处置
招标公告

我公司对废旧PS版处置进行招标，总量大
约30吨，欢迎具有回收资质的厂商前来投标。
标书领取时间是即日起至12月7日止。

地点：海口市金盘路30号五楼。
联系人及电话：
潘女士13976080208
林先生13876700807

海南日泰贸易有限公司关于召开股东会的通知
全体股东：王业实

根据《公司法》之相关规定，现召集全体股东召开海南日泰贸易
有限公司有关注销公司的股东会议，现将会议内容的有关情况通知
如下：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1、召集人：海南日泰贸易有限公司；
2、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12月15日；3、现场会议地点：海口市文明
东路千家村13幢404。二、会议事项：1、关于注销《海南日泰贸易有
限公司》的相关事宜。2、未出席会议的股东，视为对2018年12月15
日的股东会议无异议并自动放弃表决权。3、2018年12月15日召开
股东会将根据所作出决议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的半数以上通
过，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并以书面形式出具股东
会决议（由出席会议的股东签字），向相关部门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三、现场会议登记办法：1、出席会议的股东请于会前半小时携带本人
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特此通知！

通知人：海南日泰贸易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26日

土地合作公告
海南省供销储运公司现诚邀有实力的企业合作开发海南供销储

运公司名下一宗仓储用地。
一、土地概况
土地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海商路段，临近市政主路秀英大道，土地

面积为5625.21㎡，现土地性质为仓储用地。
二、报名材料
如有合作意向的单位，请向我司递交报名资料：营业执照副本复

印件、法人证明书原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
印件、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上述资料均须加盖单位公章）。

三、咨询时间和报名地址
咨询资料时间为2018年11月29日至2018年12月5日（工作日

时间），报名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金龙路深发展大厦24楼
2468室，联系人：吴昆，联系电话：18689961311。

海南省供销储运公司
2018年11月28日

南海大道原海口汽车南站酒店
房屋（现海口中山医院）招租

我司现有位于海口市龙华区南海大道32号原海口汽车南站
酒店房屋（现海口中山医院）面积为约6280m2（含地下室仓库
853.62m2）公开招租，经营业态为医院、酒店公共服务类等，欢迎意
向承租人前来咨询报名。报名日期：2018年11月30日至2018年
12月11日。

地址：海口市龙华区南海大道32号原海口汽车南站海口海
星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3楼综合部

联系人：安女士
联系电话：65889011、13907525587
招租监督电话：65889080（符先生）

海口海星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30日

昌江黎族自治县雅加水电站5.98%股权转让挂牌公告
项目编号：QY201811HN0103号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转让昌江黎族自治县雅加水电站5.98%
股权。一、基本情况：昌江黎族自治县雅加水电站成立于1995年
10月25日，注册资本1200万元，主要经营范围为电力生产、水力
发电。水电站名下有雅加一级水电站、二级水电站和三级水电站，
公司固定资产包括房屋建筑、机器设备及车辆等。二、挂牌价不低
于人民币64.430912万元。三、公告期为2018年11月30日至
2018年12月27日。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
hncq.cn）、E交易网（http://www.e-jy.com.cn）、海南省公共资
源交易网（http://zw.hainan.gov.cn/ggzy/）查询。四、联系方
式：海南产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
楼)，电话：66558034 黄小姐、66558023孙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8年11月30日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8）琼0106执恢706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8）琼0106执恢706号执行
裁定书，本院将于2018年12月28日10时至2018年12月29日
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海口
市玉沙路16号富豪花园C幢第16层北1607房，起拍价：650658
元，竞买保证金：50000元。

咨询时间：自2018年12月10日起至2018年12月14日16
时止接受咨询（双休日除外），本次拍卖不组织看样。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12月28日10时前于淘宝网缴纳竞
买保证金。

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物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费按国家
规定各自承担；（3）房产的交易及过户按海南省政策执行。咨询电话：
0898-66130025（司法技术室），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5436。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根 据 琼 海 新 亨 园 林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9002760385433C（简称琼海新亨公司）与海口新亨园林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MA5T6X793U（简称海口新亨公司）的合
并协议，两公司合并为琼海新亨园林有限公司。本次合并方案主要内容：
①合并方式为：琼海新亨公司吸收海口新亨公司，海口新亨公司解散注
销，琼海新亨公司存续。②海口新亨公司的所有资产、业务、负债、人员由
琼海新亨公司承接。③公司合并前，海口新亨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
元，实收资本为0万元；琼海新亨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实收资本为
300万元。公司合并后，琼海新亨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和实收资本
300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向被
合并公司债权人、债务人公告。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被合并公司的
债权人有权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凭证及身份证明文件，向存续企业进行
债权确认等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联系人:蔡先生电话：13976985359。

海口新亨园林有限公司 琼海新亨园林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30日

公司吸收合并公告

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决定将海口市西海岸新区南片区的七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挂牌方式出让，现就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本次挂牌出让的地块位置、面积、用途、出让年期和规划条件见下表：

（2018）第24号

以上地块分别挂牌出让，其他规划控制条件按海口市规划委员
会《关于西海岸新区南片区拟出让地块用地规划条件的函》（海规函
[2018]3719号）执行。

二、竞买人资格：（一）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
组织，（法律法规另有限制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
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申请人需单独申请，不接受联合申请。具
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土地出让挂牌：1、在海
口市行政辖区内因自身原因造成闲置建设项目用地，并未及时纠正
的；2、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
的。（二）竞买人（或其关联公司）需具备在海南省运营过经省级认定
的众创空间和互联网创新创业基地产业园区资格及运营经验，且运
营过园区入园企业不少于200家。（三）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
织，应在竞得土地后5日内在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或全资子
公司，由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与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申请人竞得土地
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
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价高者得
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挂牌起始价、加价幅度、竞买人在报名时需缴纳
土地竞买保证金详见下表：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五楼）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中心一楼3号窗口查询，凭有效证件索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时间：
2018年12月7日8:00至2018年12月27日18:00（北京时间）。

五、挂牌时间、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一）挂牌起始时间：2018年
12月20日8:00（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2018年12月29日18:
00（北京时间）。（二）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经审核具备申请条
件的，我局于2018年12月28日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三）地点：
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大厅。本次
竞买活动挂牌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
等其他方式报价。

六、其它注意事项：（一）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
个工作日内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同时须与海
口市科学技术工业信息化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
议》（该协议书作为土地出让合同的补充条款），并严格按照《海南省产

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
违约责任。（二）定金为成交价的10%，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出让地
块的定金。土地竞买保证金不足成交价的10%的，竞得人应当补足。
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三）宗地
开发建设要求：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建设条件。竞
得人应在按现状交地后1年内动工，2年内完成项目建设。涉及水务、
绿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
国家、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地块一和地块三作为海口市
互联网产业园项目配套人才公寓用地，属于西海岸互联网产业园项目
用地。竞买人参与该宗土地竞买时，需同时参与其余6宗项目内用地
竞买。宗地开发建成的住宅，须遵循以下要求。1、租售条件：项目的全
部住房在10年锁定期内必须用作人才住房。其中，50%建设面积的住
房由园区投资建设主体持有，按照相关规定向重点产业园区内企事业
单位职工出租；其他50%建筑面积的住房按照低于市场的优惠价格，向
重点产业园区内的企事业单位或符合省市人才认定标准的园区就业人
才出售，重点产业园区内的企事业单位具有购买优先权。2、退出机制：
园区投资建设主体持有的50%部分住房，在项目取得整体预售批准文
件或新建住宅交付使用许可证满10年后，可作为存量商品住房上市出
售，允许符合购买商品房条件的原承租人优先购买，也可由产权单位继
续出租经营。购房单位或经认定的园区就业人才10年内迁离重点产
业园区的，由重点产业园区管委会出具确认意见，经市住建局批准后，
可转让给重点产业园区内其他企事业单位或符合省市人才认定标准的
园区就业人才。无合适转让对象的，由市住建局或园区指定机构按购
房价格加同期存款利息回购。该宗地须按《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
地准入协议》的要求，宗地投资强度不低于每亩1800万元进行投资建
设。项目需符合环保要求。（四）地块二作为海口市互联网产业园项目
配套旅馆用地，属于西海岸互联网产业园项目用地。竞买人参与该宗
土地竞买时，需同时参与其余6宗项目内用地竞买。该宗地须按《海南
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的要求，宗地投资强度不低于每亩
300万元、年度产值不低于每亩450万元和年度税收不低于每亩20万
元等要素进行投资建设。（五）地块四、地块五、地块六和地块七作为海
口市互联网产业园项目配套商业用地，属于西海岸互联网产业园项目
用地。竞买人参与该宗土地竞买时，需同时参与其余6宗项目内用地
竞买。该宗地须按《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的要求，宗
地投资强度不低于每亩300万元、年度产值不低于每亩450万元和年
度税收不低于每亩20万元等要素进行投资建设。（六）受让人凭土地出
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手续。（七）税金由竞得人按
税法规定交纳，挂牌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

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
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八、联系方式：联系单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898）
68531700；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0898）
65303602；网上查询：www.landchina.com；http://zw.hainan.gov.
cn/ggzy/；www.hnlmmarket.com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11月30日

宗地座落
海口市西海岸新区
南片区（地块一）
海口市西海岸新区
南片区（地块二）
海口市西海岸新区
南片区（地块三）
海口市西海岸新区
南片区（地块四）
海口市西海岸新区
南片区（地块五）
海口市西海岸新区
南片区（地块六）
海口市西海岸新区
南片区（地块七）

规划用途
二类住宅用地
（R2）
旅馆用地（B14）

二类住宅用地
（R2）
商业商务混合
用地（B1/B2）
商业商务混合
用地（B1/B2）
商业商务混合
用地（B1/B2）
商业商务混合
用地（B1/B2）

土地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

旅馆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兼容
10%零售商业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兼容
10%零售商业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兼容
10%零售商业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兼容
10%零售商业用地）

容积率

≤3.0

≤2.9

≤3.5

≤2.3

≤5.0

≤2.4

≤5.0

面积（平方米）

25321

11227

19237

26421

24721

38850

25459

出让年期

70年

40年

70年

40年

40年

40年

40年

建筑密度（≤%）
25

35

25

35

35

35

35

绿地率（≥%）
40

30

40

30

30

30

30

建筑高度（≤米）
60

120

60

68

100

68

100

地块序号
地块一
地块二
地块三
地块四
地块五
地块六
地块七

挂牌起始价（万元）
18290
3032
13896
7134
6675
10489
6875

竞买保证金（万元）
11352
1820
8338
4281
4005
6294
4125

加价幅度
5万元的整数倍
5万元的整数倍
5万元的整数倍
5万元的整数倍
5万元的整数倍
5万元的整数倍
5万元的整数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