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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八佰》入市后，这周
末的电影市场虽然没有重磅大片，但
多样性上却丰富了起来，既有东北题
材剧情片《开往春天的列车》，也有关
注底层人群的“非典型”港片《麦路
人》，还有汤姆·汉克斯主演的传记片
《邻里美好的一天》、主打烧脑的悬疑
片《死无对证》、国内首部海外维和战
地纪实电影《蓝色防线》……类型和
风格都比较多样。

从票房上看，几部新片中表现
最好的是意大利电影《死无对证》，
上映3天总票房已超过1500万元。
该片改编自2017年的西班牙高分
悬疑片《看不见的客人》。作为一部
翻拍片，《死无对证》完全做到了忠
于原版，不仅剧情、人物都基本一
致，连分镜、演员造型和长相都高度
雷同，对没看过原版的观众来说，
《死无对证》还是一部充满悬念和反
转的精彩类型片，但对看过原版的观
众而言，这样的翻拍就太懒惰了。观

众穆女士直言，她本来是冲着“翻拍”
这一看点去的，结果发现自己花了几
十块钱“看了个寂寞”，因为全片和原
版比几乎完全一样。

同为关注底层小人物的电影，
《麦路人》和《开往春天的列车》一南
一北，前者将视角投向在麦当劳过
夜的那些人，后者关注的则是失落
的年轻人。“近几年香港电影有很多
年轻导演开始关注小人物的悲欢，
像《一念无明》《幸运是我》《沦落人》
等都是富有人情味的佳作，《麦路
人》也是这些作品中重要的一员。”
影评人“二十二岛主”说，《麦路人》
就像一幅都市浮世绘，将快餐店里
的众生相徐徐展开，勇敢地直面人
性中的温暖与冰冷，他认为该片属
于近期值得一看的香港电影，“希望
之后可以有更多像这样具有责任感
和勇气的影片出现。”

由好莱坞大明星汤姆·汉克斯
主演、讲述美国传奇电视人罗杰斯
经历的传记片《邻里美好的一天》，
在几部新片中算是最治愈的一部。
在汤姆·汉克斯静水流深的精湛演
绎下，罗杰斯温暖、善良的人格魅力
得到较好的呈现。“汤姆·汉克斯的
表演非常有真实感，很容易与观众
产生共情。”网友“嘉栗”说，看完这
部“有点鸡汤”的电影，虽然没感受
到大喜大悲，但体会到一种温情，

“尤其是片中罗杰斯说当你沮丧时
想想那些爱你的人，特别感动，仿佛
自己的心灵也被治愈了。”

以上几部新片虽然丰富了电影
市场，但在票房上依旧被重量级商业
大片《八佰》碾压。尤其是《八佰》在
上映已超一个月后，依旧稳坐票房冠
军宝座，总票房即将突破29亿元。

（袁云儿）

电影《麦路人》海报

东北题材剧情片《开往春天的列车》
“非典型”港片《麦路人》等相继上演

新片类型多 精品也不少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2020海南亲水运动季“泳坛明星
喊你来游泳”公开课暨游泳比赛近日
在海工商学院结束，2012年伦敦奥运
会女子双人10米跳台项目冠军汪皓
亲临现场，与海南青少年面对面交流
游泳的技巧与心得。汪皓说：“海南是
个好地方，她希望自己研究生毕业后，
有机会能来海南创业工作。”

本次活动分为公开课、“海豚计
划”全国游泳锻炼等级标准测试和比
赛3部分，公开课分为《一起学救生》
《游泳初级技能教学》《明星教你热身》
三门课程，同时开展游泳救生技能体
验，汪皓与专业教练现场教学。游泳
比赛吸引了300人参加，设少儿组（6
岁-12岁）、少年组（13岁-17岁）、成
人组（18岁以上，分为成人男子组和成
人女子组）、家庭组（少儿与家长2人一
组）、团体组（仅限少儿，3人一组）。

在公开课上，汪皓鼓励全省青少
年掌握游泳技能，共同学游泳，爱亲
水，减少溺水事件的发生。她说，游泳
运动不仅是一项强身健体的运动，还
是一门救生技能，她鼓励那些胆小、怕
水的孩子们克服恐惧，只要勤加练习，

就能正确掌握这项技能，不仅可以保
障自身及他人的安全，对身心健康发
展也有积极的意义。

奥运冠军汪皓的到来，让参加活
动的青少年们开心不已，他们争相和
奥运冠军合影。今年27岁的天津姑
娘汪皓多次作为游客来海南岛，她认
为海南气候很好，是个宜居的海岛，她
非常喜欢海口和三亚。这次她作为游
泳“推广大使”来海南感觉不一样。汪
皓说，在公开课上，海南的小朋友们都
特别积极，从他们的表现可以看出他
们很喜欢游泳，这个活动能激发他们
对游泳的兴趣，也能推广游泳，让更多
的小朋友爱上游泳。小朋友们学会自
救技能非常重要，我们国家不少地方都
经常发生中小学生溺水的情况，学会自
救在意外发生时首先能保护自己，其
次还能救别人，是中小学生最应该掌
握的游泳技能。

此前，汪皓对海南青少年掌握游
泳的情况“有误判”。她说：“我开始以
为海南岛四面环海，海南的小朋友应
该从小就会游泳，但现在看来不是这
样。海南也有不少小朋友还是‘旱鸭
子’，不过他们也在积极地学游泳。海
南这两年在推广游泳运动方面很到

位，领先国内不少大城市一步。”
“泳坛明星喊你来游泳”举办了4

届，分别邀请了前奥运跳水冠军许艳
梅、汪皓和游泳世锦赛冠军赵菁等“大
腕”和孩子们“零距离”接触。对此，汪
浩认为，海南省旅文厅请跳水奥运冠

军、游泳世界冠军和小朋友们互动，教
小朋友学习游泳技术，这样的形式对
推广游泳大有益处。汪皓目前就读北
京体育大学研究生二年级，在读书之
余，她还经营了一家游泳培训机构。
看到海南对青少年游泳越来越重视，

汪皓萌生了“落户”海南的想法。她
说：“时机成熟的话，我愿意把我的游
泳品牌带到海南，带着奥运冠军和创
业者的身份落户海南，为海南游泳+
旅游产业的发展‘添把火’。”

（本报海口9月22日讯）

海南亲水运动季“泳坛明星喊你来游泳”越办越火

奥运冠军汪皓有意 海南推广游泳落户

300名选手省健身健美赛上“秀肌肉”

张建国获全场总冠军
本报海口9月22日讯（记者王黎刚）2020

海南省健身健美公开赛21日晚在海口落幕，省
内15个市县300名运动员在比赛中“秀肌肉”。
运动员们角逐男子传统健美等4个大项比赛，决
出各组级别冠军。

2020海南省健身健美公开赛是海南年度全
民健身系列赛事活动之一，在项目设置和舞美设
计上融入沙滩运动文化元素，共设男子传统健
美、女子沙滩比基尼、男子沙滩健体、男女健身
模特等4个大项、18个小项，旨在提高海南健美
运动竞技水平，普及推广健美运动，为我省锻炼
和选拔优秀后备人才。本届大赛中国健美协会
给予了大力支持，派出了国际级裁判石弘作为技
术代表参与比赛。

经过激烈角逐，海口的黎曼妮摘得沙滩比
基尼总冠军，海口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的梁振
升获得沙滩健体先生，三亚积木斯战队的周金
燕摘得女子健身模特，三亚健美健身运动协会
的李晓楠摘得男子健身模特，男子传统健美全
场总冠军被三亚健美健身运动协会代表队张
建国摘得。

本次比赛由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主办，
省健美运动协会承办。

广告·热线：66810888

二、转让价格不低于7359.85万元。
三、对交易对象的要求：竞买人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

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要求竞买人信誉好，有一定资金实力并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
风险。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
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
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
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四、公告期：2020年9月23日至2020年10月26日。详情请

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E交易网（http:
//www.ejy365.com）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hain-
an.gov.cn/ggzy/）查询。

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
交易所、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电话
0898-66558003施女士、65237542李女士、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9月23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不良资产（债权）包总计

债务人名称
海南恒生源电器有限公司
海南金柚木实业有限公司
海口椰乡食品有限公司
洋浦景春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多美丽饮食管理有限公司
临高南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东方盛绿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翔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海口南茂银晶特种工艺玻璃有限公司
海口三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笔担保）
海南中邮展鸿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海南华乐贸易有限公司
海口成杰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儋州华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金骅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美佳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
8.12

229.28
51.09
427.76
122.16
184.94
50.00
177.13
402.29
262.00
2320.84
210.58
178.73
1565.00
2165.701

801
9156.621

本息等债权总额
31.56
700.10
160.05
806.58
218.74
353.00
93.30
354.93
618.22
383.57
2433.07
492.30
240.51
2598.06
5280.43
801

15565.426

抵、质押物/查封情况

1、担保方式：保证、抵押、

质押等。

抵、质押物主要有房产、股

权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等。

2、另有海南儋州华诺国际

110套约10000平米商品

房、乐东利国商业街 43套

4692.04 平米商品房已经

法院确认所有权。

3、具体抵、质押物、资产法

律状态等情况详见债权价

值分析报告、债权本息专

项审计报告及不良资产转

让清单。

不良资产（债权）包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09HN0147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海南中邮展鸿通讯设备有限公司等16户不良资产（债权）包，现公告如下：
一、截止2019年3月31日，本次转让不良资产（债权）包账面本金余额9156.621万元，相应利息及违约金等具体情况见下表（单位：万元）：

海南旅投免税品有限公司专场招聘会
海南旅投免税品有限公司是海南省属重点国有独资企业海南省旅

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主要在海南本岛经营离岛免
税零售业务，筹建项目位于三亚市城区。

一、专场招聘岗位
（一）奢侈品销售员（若干）
1.负责按照销售和收银流程要求，销售商品，完成收银。2.参与检

查柜台的卫生、灯光、设备运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向对应区域主管报
告。3.负责陈列道具，保证销售工作顺利进行。4.协助处理各种突发事件
包括简单的顾客投诉，确保店铺正常运营。5.完成领导交代其他事务。

（二）物流员（若干）
（1）仓管员
1.负责海关监管仓库的管理，确保仓库出货及时，中文标签准确无

误。2.负责定期组织盘点，确保仓库账实相符。3.负责根据销售要求及
时安排出入库。4.标签组负责登记商品信息并根据信息打印商品标签，
对待入库商品进行贴标并进行防伪。5.单证组负责发票、装箱单、统购
单的核对，操作免税品的出入库，并生成报文发送。6.理货组负责每批
货品的清点情况及清点问题，做好货品的上架及库位管理工作。7.安保
组负责货品的安全保卫工作，做好防火、防盗等其他突发事件的处理。

（2）货品分拣员
1.负责将卖场销售后的货品及时收回至仓库。2.负责按货品航班、

车次时间进行分拣，及时配送至机场、火车站、码头。
（3）提货员
1. 负责提货点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对提货处当天出现的异常情

况进行汇总，并分析如何控制异常情况的发生。2. 做好提货点的后勤保
障工作，维护公司的对外形象。

二、薪酬福利
（一）薪酬标准
1. 奢侈品销售员综合月薪 5000-6000+元/月（实习生 2000-

3000+元/月）。2.物流员综合月薪4000-6000+元/月（有行业相关经验
者待遇从优）。

（二）福利
五险一金、绩效奖金、带薪年假、月休6-8天、班车、餐补、员工宿

舍、员工关怀、培训升值及其他市场化激励政策。
三、专场招聘时间与地点
时间：9月26日上午8：30-12:00
地点：海口市龙华区文华路18号海南君华海逸酒店二楼展厅
咨询热线：王女士0898-65200922 周女士0898-65200096
邮箱投递地址：1099014928@qq.com 1310597230@qq.com
四、其他管理岗位招聘
（一）请关注"海南人才招聘网"微信公众号下载和填写《海南旅投

免税品有限公司应聘登记表》（附件2），粘贴1寸近期免冠彩色电子照
片1张，并将报名材料发送至hdf_hr@163.com进行报名，电子邮件主
题须按“应聘部门+岗位+姓名”格式填写。

（二）招聘岗位
（1）经营班子：副总经理
（2）综合管理部：综合文秘岗、行政接待岗、后勤支持岗
（3）人力资源部：招聘管理岗、培训发展岗、绩效薪酬岗
（4）财务部：会计核算岗、预算岗、税务岗、出纳岗
（5）招商采购部：部门负责人、采购管理岗
（6）物流部：部门负责人、报关岗、仓管岗、提货岗、物流车队岗
（7）市场部：部门负责人、渠道推广岗、品牌媒体岗
（8）运营管理部：部门负责人、运营管理岗、奢侈品销售员若干
（9）信息技术部：基础设施管理岗、技术支持服务岗、信息系统开发岗
（10）安防物管部：部门负责人、工程管理岗、安防岗、物业岗
（11）合规审计部：法务岗
以上岗位任职资格详见附件1。
（三）招聘基本条件
免税行业相关工作经验，具有较全面的专业知识，熟悉免税与旅游零售

行业，具备较强的沟通能力、严谨的逻辑思维、协调能力及团队精神。
（四）工作地点：海南三亚
（五）附件下载地址：
https://www.hnrczpw.com/zt/hn/ltmsp_20209182016/

意大利网球公开赛收拍

小德、哈勒普捧走男女单打桂冠

据新华社罗马9月21日电（黎
梦青）意大利网球公开赛21日收拍，
焦科维奇在男子单打中以7：5和6：3
战胜舒瓦兹曼，第五次捧起该赛事的
冠军奖杯。同时，这也是德约科维奇
第36个职业巡回赛ATP1000大师赛
冠军，从而使他超越纳达尔的35个，
成为夺得大师赛冠军最多的球员。

由于女单卫冕冠军普利斯科娃
在决赛中因伤退赛，罗马尼亚选手哈
勒普获得冠军。

这 是 舒 瓦 兹 曼 第 一 次 闯 入
ATP1000大师赛的决赛，这名连续
淘汰了纳达尔和沙波瓦洛夫的阿根

廷球员开局发挥很好，利用德约科维
奇频频失误的反手，率先两度破发。
不过由于他松散的发球和一次双误，
德约科维奇得以破发扳回一局。此
后，德约科维奇状态越来越好，利用
自己强势的一发和恰到时机的短吊，
最终7∶5拿下首盘胜利。

第二盘，双方先后破发，但世界排
名第一的德约科维奇即使不在自己的
最佳状态，也显然比28岁的对手技高

一筹，最终以6∶3赢得比赛胜利。
哈勒普在当日的女单决赛中发挥

得无懈可击，她在首盘以6∶0拿下第一
盘。第二盘，双方相互破发对手，首盘
尾声接受了背部理疗的普利斯科娃看
似状态有所回升，但当她的第二个发
球局再次被破发时，她决定退出比赛。

这是哈勒普首次获得该赛事冠
军，她在2017和2018年两次闯入决
赛，但都败给了斯维托丽娜。她在赛
后接受采访时表示：“我真的很开心，
我很爱这个比赛，我之前两次都在决
赛告负，一直梦想着夺得冠军，我很
高兴这个梦想今天终于实现了。”

中超联赛5∶1大胜青岛队

国安队锁定赛区前四
新华社苏州9月22日电 （记者王恒志）北

京国安队22日下午在中超联赛第12轮苏州赛
区一场比赛中5∶1大胜青岛黄海队，提前两轮锁
定赛区前四，国安外援巴坎布本场比赛打入个人
第十球，暂时登上射手榜榜首。

上轮联赛国安3∶3战平河北华夏幸福队，
错过了提前锁定前四的机会。本场比赛他们完
全掌控了场上局面，于洋在第13分钟就为国安
打破僵局，阿兰前17分钟两次打中立柱。比埃
拉和替补登场的费尔南多分别建功，国安上半
场就3∶0领先。不过大比分领先的国安遭到重
大打击，奥古斯托仅踢了28分钟就在无对抗的
情况下伤退。

下半场开始不久，青岛后卫殷亚吉吃到第二
张黄牌被罚下，少一人让比赛变得更是毫无悬
念。比埃拉任意球得手，巴坎布补射破门，国安
5∶0领先。补时阶段，青岛凭借一粒点球挽回一
点颜面，最终比分定格为1∶5。

本场比赛后，国安提前两轮锁定了争冠组资
格，巴坎布还以十个进球领跑射手榜。

曼城球员京多安感染新冠
热刺联赛杯对手多人确诊

新华社伦敦9月21日电 （记者张薇）英超
曼城俱乐部21日确认，队中的德国中场京多安
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同一天，即将于22日与
热刺进行联赛杯较量的英乙莱顿东方俱乐部宣
布多名球员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当日，英超公布了上周两次检测的结果，表
示在1574名参与检测的球员和俱乐部工作人员
中，发现3个新的阳性结果。曼城则在当日与狼
队的第二轮比赛前确认29岁的京多安为其中之
一，并表示德国人正处于为期10天的隔离期。

9月初，曼城球员马赫雷斯和拉波特也曾双双
“中招”，但两人都已恢复训练，马赫雷斯还出现在
了曼城21日比赛的替补名单上，不过并没有上场。

位于伦敦的莱顿东方按计划应于22日主场
迎战同城的热刺，进行双方的联赛杯“对话”。
可是该俱乐部在21日收到了多名队员的新冠检
测阳性结果。

据悉在19日的英乙比赛之后，莱顿东方的
一线队员集体接受了检测。俱乐部没有透露究
竟有几名球员确诊，但表示他们已告知联赛管理
方、热刺以及最近3个和他们有过交手的球队。
至于22日的比赛将怎样，他们晚些才能宣布。

英国《卫报》的消息称，莱顿东方一线队大部
分球员的检测结果都是阳性。另有多家英国媒
体表示，莱顿东方与热刺的比赛可能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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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奥运会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冠军汪皓(右)在海工商学院给我省青少年传授游泳技术。 小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