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半区12进8
青岛（第8名）VS山东（第9名）
广厦（第5名）VS福建（第12名）

下半区12进8
北控（第7名）VS吉林（第10名）
浙江（第6名）VS山西（第11名）

CBA季后赛对阵
本报讯 7月27日，CBA常规赛正式结束，在

经过46轮对决之后，十二支球队进入季后赛。季
后赛将于7月31日正式开打，前四名广东、新疆、
辽宁、北京首轮轮空，12进8和8进4的比赛都将
采取单败淘汰，半决赛和决赛将采用三局两胜制。

其中上半区的两场对阵将于北京时间7月
31日本周五开战，下半区的两场对决将在8月1
日本周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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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委托经营管理招标公告
海南民益招投标有限公司受陵水黎族自治县群英学校委托，

就学校食堂委托经营管理组织公开招标，欢迎合格的国内投标人提
交密封投标。1、招标内容：详见“用户需求书”。2、供应商资格：a.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企业(提
供三证合一营业执照副本)；b.提供2019年至今任意一个月的社保和
纳税证明（零申报财务报表企业可提供国家税务局申报结果查询截
图）；c.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函；d.必须为未
被列入信用中国的“失信惩戒对象”、“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
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和中国政府采购
网“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e.不接受联合
体投标，不得转包。3、文件获取：a.时间2020/07/29-2020/08/04
（9:00-11:00至15：00-17:00 工作日）；b.地点：海口美兰区金坡
路6号中鹏苑B1-602；c.方式：现场报名-提交的材料：详见资格要
求（核查原件，复印件加盖公章）；d.售价：￥500元/套（售后不退）；
e.联系人：刘工65226105；f.开标时间：2020-08-18-11:00时。

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程曦与被执行人方凯铭、孙彦生、王少

芝、海南助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执行依据为

(2019) 琼0105民初6044号民事判决书。因被执行人不主动履行生

效裁判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现本院拟处置在案件审理阶段保全的被

执行人孙彦生名下位于海南省澄迈县金江镇海榆西线公路54公里

处南侧金马花园 1A-1-110、1A-1-111、1A-1-112、1A-1-

113、1A-1-115商铺(证号分别为:澄房权证金江私字第08842、

08843、08844、08845、08846)。如对上述商铺权属有异议者，请自

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相关证据材

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2020年7月27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琼0105 执1095号

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于2020年8月4日上午10：00在本公司拍卖厅按现

状拍卖：位于五指山市职业技术学校（旧址）学校院内西南角的一
株海南黄花梨（降香黄檀）枯树。该株黄花梨枯树总高度约为
6米左右，主干约2米高，周长为140厘米，2米以上分为4根分
枝，都约为3-4米长。4根分枝的周长分别约为84厘米、68厘米、
55厘米、40厘米。详见《资产评估报告》和企业网站。参考价185
万元；竞买保证金10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前一天止。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有意竞买者，请于2020年8月3日下午16：00前来我公司了

解标的详情，交纳竞买保证金并办理竞买手续，逾期不予办理。
电话：0898-68522193 13976113935
地址：海口市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号楼B705房
网址：www.ronghepm.com

购地款债权转让暨催收欠款通知与声明
广东徐闻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我本人张世平1993年7月7日以海口裕隆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的名义代海南省对外贸易实业公司付地款壹佰万元给广东徐
闻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海南省对外贸易实业公司已确认付款
权利人是张世平，居民身份证号码：460100195901213614。张
世平将以上债权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梁守仁，（居民身份证号
码440825195610160091）。债权转让后，广东徐闻经济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将购地款与欠款利息付给梁守仁。我张世平再没有
权利追偿购地款与利息。

特此通知与声明
通知与声明人：张世平电话：13876515988
债权联系人：梁守仁 电话：15016411398

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公 告
公告编号：2020-001号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被披露管理办

法》要求，海南金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将重大事项如实向广大股

东进行披露：

海南金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7月11日收到山东省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01民初2564号传票，案由是山东

省百特投资有限公司起诉我公司借贷纠纷，是由联大集团有限公

司将其往来款1798万元转让给山东百特投资有限公司引发的。

并且由济南中院（2020)鲁01民初2564号民事裁定书查封我公

司土地200亩。敬请广大小股东注意投资风险。

海南金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5日

公 告
尊敬的电信电视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0年7月31日

00:00—06：00对华为ITV平台进行升级优化。届时，将影

响华为ITV客户观看点播、回看的节目，直播不受影响，时间

约为20分钟。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0年7月28日

尊敬的客户：
您好！为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信息化建设，给广大用户提

供更优质的上网体验，自2020年7月28日至9月28日，海南
电信公司对定安县、五指山市3G、4G网络进行升级优化。升
级期间，部分3G网络用户可能会受到影响。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公 告

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延迟举办的
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25日在沪
揭幕。

这是一届特别的电影节。“姗姗而
来”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仍然面对防疫
的压力，因此确立了“不设红毯、不办
盛典、不评奖项”的简朴方针。

尽管困难重重，上海国际电影节
组委会依然拿出了令影迷眼睛一亮的
日程表。经专业选片人认真遴选，在
320多部中外佳片中，世界首映、亚洲
首映和中国首映影片超过200部；10
多场电影论坛及大师班活动，邀请是
枝裕和、奥利维耶·阿萨亚斯、贾樟柯
等中外影人亮相“云端”。

“这一切来之不易，我们格外珍
惜。”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主任傅文霞
说，当欧洲老牌电影节或“瘦身”或暂停
时，上海国际电影节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的条件下不负众望，希望办好一届兼顾
防疫与跨文化交流的国际盛事。

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电影节遭
遇重创。据《好莱坞报道者》此前预
测，由于票房收入的下滑及对制作进
度的影响，新冠肺炎疫情已对全球电

影业带来至少50亿美元的损失。
近年来景气度甚高的中国电影行业

也在疫情中被迫按下暂停键。中国国家
电影局日前透露，疫情短期内给电影行
业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巨大，目前估算
全年票房损失将超过300亿元人民币。

眼下，中国数以亿计的影迷，和停
摆长达半年的全球影业一样，正在热
切期盼像上海国际电影节启动这样的
利好消息。电影节无疑成为电影市场
复苏的“测温计”。出于疫情防控需
要，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设立了每
场售票不超过30%的“红线”，但开票
短短10分钟仍出票超过10万张。

此前，在中国部分影院的复工首
日，上海有148家影院开门迎客，排片
量超千场，领跑全国。德国《明星》周
刊等媒体纷纷表示，中国电影院复工
给全球电影业释放积极信号。

消毒、测温、登记个人信息，提供
纸巾、口罩和眼镜擦拭纸……在周密
的防疫措施之下，为期9天的上海国际
电影节正在集聚全球电影行业信心。

据介绍，今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
节创新举办“国际影视云市场”，吸引

700多家展商，比往年数量增加，其中
境外展商占比约50%。华纳兄弟、索
尼、派拉蒙、环球影业等好莱坞巨头纷
纷在第一时间报名注册。

戛纳电影节艺术总监蒂埃里·弗
雷莫认为这类办法是“旨在支持国际
电影产业并为专业人士提供帮助”的
全新方式。

“当观众满怀期待地重归影院，他
们最终需要看到的，是更精彩的影片、
更好的内容。”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副
主任王晔说，除了推动影院复苏，上海
国际电影节还将目光聚焦创作。

推动全球影业复苏的关键在于推
动电影创作。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
节的亚洲新人奖单元近日公布了官方
入选影片名单，为坚持电影创作的亚
洲各国青年电影人“雪中送炭”。

中国青年导演李霄峰的新作《风
平浪静》今年入选金爵奖官方片单。
对于这位“70后”导演而言，这是一个
巨大的肯定。

“每朵乌云都镶着银边。上海国
际电影节正是如此，它包容创新、鼓励
创新，鼓励了身处困境中的电影人不

抛弃、不放弃。”他说。
由腾讯集团旗下腾讯影业和上海

电影集团等联合出品的跨年度大片
《1921》，本月初就在上海率先宣布开机
拍摄。它会聚了中国顶尖的创作和演员

阵容，无疑是中国影业复苏的一抹亮色。
腾讯集团副总裁程武认为，眼下

电影人需要加倍努力，用“丰富生活、
温暖人心”的好电影来疗愈世界。

（据新华社上海7月27日电）

上海国际电影节“姗姗而来”
提振全球影业信心

本报讯 前些年，扶贫题材电视
剧总是令年轻人倍感隔阂，尤其是
其中的“土味文化”和老一辈人的审
美观念成为让年轻观众诟病较多的
地方。而今，一批脱贫攻坚题材电
视剧的创作，有向更年轻、更时尚、
更有趣转变的倾向。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围绕
这一主题进行创作的扶贫剧也在不
断涌现。其中，《我的金山银山》《遍
地书香》《花繁叶茂》等扶贫剧在保
证内容质量与剧集立意的同时，以
轻喜剧的风格跳脱以往扶贫剧严
肃、正经的叙事风格以及“卖惨哭
穷”的叙事套路，让剧集不仅好看、
好笑，而且真实、接地气。

《我的金山银山》从产业扶贫出
发，以精彩有趣的轻喜剧手法，塑造
出立体生动的人物群像，让“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得以充分诠
释。“做主旋律剧一定要避免假大
空、喊口号，一定要走心、接地气，让
观众相信是第一位的。”《我的金山
银山》导演贲放表示，“喜剧元素的
增加就是让扶贫剧年轻化的一种方
式，剧中出现了很多年轻人的角色，
像汤亮、范白露、范奋斗、汤婉、大宝
贝等，这些年轻人都非常接地气，很
多喜剧梗都是为当下年轻人量身打
造的。要在笑声之中，把精准扶贫
的精神传递下去。”

《遍地书香》从文化扶贫入手，
以轻松明快的影像风格以及生活
化、接地气的台词表达，演绎着文化
扶贫、扶志、扶智的故事。导演杨真
将《遍地书香》定位成一部轻喜剧，
他要求演员的表演真的像那句流行
的喜剧包袱——“搞笑我们是认真
的”。杨真认为：“喜剧风格不意味
着胡编胡闹，我们拒绝庸俗、低俗，
表演要干净，有一股向上的精神头
儿，有意思也要有意义。”

《花繁叶茂》以贵州省遵义市枫
香镇为原型，主要讲述了花茂村第
一书记欧阳采薇与村支书唐万财一
起带领村寨群众奔小康的故事。该
剧总制片人、编剧欧阳黔森介绍：

“我们把这样一部带点政策性的剧
集用轻喜剧、趣味性的方式讲述给
大家，将新农村建设进程中涉及的
农村‘三改’、土地流转、移民搬迁、
产业改造升级等棘手问题和因地制
宜的理念包裹其中，在鲜活的人物
群像中展现政策优势，寓教于乐。
不板着面孔，用轻喜剧的形式解读
扶贫工作，是这部剧受到年轻人欢
迎的重要原因。”在电视评论人、中
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何天平看
来：“《花繁叶茂》是轻喜剧的调性，
不那么宣教、生硬、刻板，且剧作、人
物扎实，剧中出现了很多生活中真
实的人物形象，能给观众带来共情
的空间。” （光明）

扶贫剧呈现“年轻化”新面貌
轻喜剧风格、反套路创作赢得好口碑

本报海口7月27日讯（记者王
黎刚）海南日报记者27日从海南省
体育职业技术学院获悉，2020TGA
腾讯全国电竞运动会英雄联盟省队
赛（简称TAG省队赛）近日在南京结
束。海南电竞专业队在决赛中0：2
不敌浙江队，屈居亚军。

比赛吸引了包括海南队在内的
12支省电竞队参加。海南体育职业
技术学院电竞队代表海南参加本次比
赛，共有6名选手参赛。2020TGA
省队赛总奖金池高达200万元，从
周常规赛直至总决赛，根据名次都
将获得相应的丰厚奖金。

在本次比赛的半决赛中，海南
队的对手是山东队，山东队以小组

第一名的身份晋级。在对局中海
南队使用摇摆BP取得对线优势，
并对山东队的打野进行英雄池限
制。最终，海南队以2：1险胜对手
进入决赛。

决赛对阵浙江代表队，海南队
拿出熟悉的“青钢影+加里奥”体系
阵容，前期几次失误导致中期没有
打出想要的节奏，尽管海南队苦苦
支撑拖往后期，但独木难支，还是输
掉对局，最终0：2输给浙江队，获取
亚军。

据悉，为备战TGA运动会省队
赛，海南队队员们在专业电竞教练
指导下刻苦训练、坚持不懈。在比
赛中，他们敢打敢拼，赛后积极调整

心态，做到了胜不骄败不馁。
海南省电竞专业队2019年底

由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和海南省
电子竞技运动协会共同组建。该队
目前有16名队员，年龄18岁至21
岁，一部分为在校学生，另一部分为
省内电竞爱好者。队员们大都赢得
过全国高校比赛冠军、或全国比赛
冠军，还有几名获得过国际电竞赛
的冠军。队伍聘请了两名专职教练
员，指导队员的技战术训练。

创立于2010年的TGA赛事，
已经举办了10届。每年TGA赛事
的总参赛人数达数千万之众，成为
国内规模最大、最具全民参与性的
专业电竞赛事。

2020TGA电竞运动会决赛不敌浙江队

海南体职院电竞队屈居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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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体职院电竞队和山东队比赛中。

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推出露天展映
7月25日，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拉开帷幕。除影院展映外，本届电影

节首次推出露天展映，覆盖上海7个商圈和30多个社区。图为观众在上海大
宁音乐广场的露天电影展映现场观影。 新华社发

省国际象棋公开赛结束
本报海口7月27日讯 （记者王黎刚）经过

两天角逐，2020年海南省国际象棋公开赛26日
在澄迈收官。最终李金曦、邓源和、刘政宇、林
业涛和杨晟分别获得男子A、B、C、D和E组冠
军，颜嘉怡、龙澄澄和李殷任分别获得女子A、
B、C组冠军。

本次比赛吸引海口、儋州、屯昌、陵水、乐
东、澄迈等市县百余名棋手参与。男子A组冠
军李金曦表示，从上大学起到现在工作的闲暇
之余，他一直坚持学习国际象棋，不断和国际象
棋的高手交流切磋棋艺。最终收获了冠军，非
常开心。

赛事组委会严格执行疫情防控规定，制定多
项防控措施，对参赛选手进行体温测量、杀菌消
毒、检查健康码和填写健康登记卡。

本次比赛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主
办，澄迈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海南省国际象
棋协会承办。

排名 球队 胜 负 胜率
1 广东 44 2 95.7%
2 新疆 36 10 78.3%
3 辽宁 32 14 69.6%
4 北京 32 14 69.6%
5 广厦 30 16 65.2%
6 浙江 30 16 65.2%
7 北控 29 17 63%
8 青岛 25 21 54.3%
9 山东 24 22 52.2%
10 吉林 24 22 52.2%
11 山西 24 22 52.2%
12 福建 24 22 52.2%
13 深圳 20 26 43.5%
14 同曦 18 28 39.1%
15 江苏 17 29 37%
16 上海 16 30 34.8%
17 四川 11 35 23.9%
18 龙狮 10 36 21.7%
19 天津 8 38 17.4%
20 八一 6 40 13%

CBA常规赛最终排名

单拳难敌四手
天津泰达被上海上港3：1逆转

据新华社苏州7月27日电 瓦格纳解约了，
乔纳森受伤了，巴斯蒂安斯归队时间太短了，天津
泰达27日只能以阿奇姆彭单外援应战，最终在球
队新赛季首场中超比赛中1：3败给实力强大的上
海上港。

球星云集的上港队由奥斯卡、胡尔克、洛佩
斯、艾哈迈多夫四大外援联袂首发。

新赛季加盟上港的赢球功臣洛佩斯赛后说，
很高兴自己在中超“首秀”中取得两个进球，帮助
球队赢得赛季第一场比赛。“我已经融入了球队，
希望以后能有更好的配合。”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