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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纪录片导演竹内亮和他拍
摄的纪录片《后疫情时代》近日在中
日两国走红。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点赞、登上日本雅虎头版、跻
身微博热搜第二名……这个生活在
中国南京的日本纪录片导演用什么
魔法，让他既“闪亮中国”，又被日本
媒体认可呢？7日，记者对竹内亮进
行了专访。

“我非常惊讶，也非常荣幸能得
到华春莹的点赞。疫情发生一年以
来，许多西方国家的媒体包括日本对
中国都有一些偏见，我正是希望他们
能客观看中国，所以才想起策划这部
纪录片。”竹内亮说。

《后疫情时代》通过对疫情稳定
后中国各行各业出现的“无人化”、直
播带货的兴起、以科技引领发展的空
气净化企业、万名员工“零感染”且销
售额翻倍的武汉工厂等场景的记录，
展现了中国努力复工复产、经济“逆
势爆发”的真实情景。

“中国不仅很好控制了疫情，经
济也开始强力反弹。我想把这个事

实分享给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国家，
因为‘如何一边控制疫情一边恢复经
济’是全世界都在思考的重要课题，
非常值得去拍摄。”竹内亮说。

该片的末尾，竹内亮特意以答复
日本媒体友人的形式写了这样一句
话：“我知道你不会戴着有色眼镜看
中国。”

竹内亮解释说：“疫情中断了各
国民众之间的实际往来。去年一年，
整个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误解增加了
很多。网络上的一些极端信息导致
各国民众之间的误解和厌恶不断增
加。在这样的氛围下，纪录片的力量
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它能够客观、
真实地记录事实。所以我想拍出让
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众看后都能产生
共鸣的真实作品，消除不同国家民众
之间的有色眼镜。”

为了保证纪录片的真实性，竹内
亮在拍摄中运用了自己的独特手
法。“我拍纪录片没有脚本，都是到现
场后再思考怎么拍，然后直接拍摄，
这样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先入为

主。我会出现在镜头前，把自己的所
见、所感、情绪等内容无论好坏都完
整地保留下来，因此你能看到我在纪
录片中吃被称为用玉米制作的塑料
袋的情景。”竹内亮说。

竹内亮还希望通过拍摄纪录片做
“中国现代文化宣传的助推器”。“许多
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三国
志》，但那是中国的历史，不是现在。
现在的中国有非常多好看的电影、可
爱帅气的偶像、动人的时尚、很酷很好
听的流行歌曲……如果这些现代文化
能被西方国家了解，那么大家对中国
的印象一定会改观。”竹内亮激动地
说：“我想做的，就是再助力一把，把中
国的现代文化传播到世界！”

谈到未来的拍摄计划和梦想，竹
内亮向记者透露，2021年距他参与
拍摄《长江天地大纪行》正好10年，
他想从长江源头拍起，拍到上海，介
绍中国10年来的变化。

（据新华社东京1月8日电 记
者郭丹）

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点赞、登上日本雅虎头版、跻身微博热搜第二名

纪录片《后疫情时代》走红中日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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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2020-04号

地块位置

椰林镇

地块面积
(平方米)

34397

地块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

规划指标

容积率

≤2.8
建筑密度
（%）
≤30

绿地率
（%）
≥35

建筑限高
（米）
≤45

出让年期
（年）

70

投资强度
(万元/亩)

≥45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7491

起始价
（元/平方米）

2730

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陵自然资告字〔2021〕1号

经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根据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2020-04号宗地净地出让条
件的证明》，该地块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无法律经济纠
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具备动工开
发所必需条件。该宗用地不在省级六类产业园区范围内，且规划用地
性质为居住用地，属房地产业中的住宅用地，投资强度指标设定为不
低于450万元/亩，年度产值及年度税收不设指标。

二、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或
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单独申
请，不接受联合申请。境外法人和其他组织（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
加的，应当提供境外公证部门的公证书、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
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境外申请人按
照上述规定提交的有效身份证明及其他相关文件，应由所在国公证机
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事馆认证；香港地区申请
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有关文件，应按规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授权的香港律师公证并由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审核签章转
递并附以附件确认本。澳门、台湾地区比照香港地区执行。具有下列行
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一）失信的被执行人；（二）有重大税收违法案件的当事人；（三）在陵
水黎族自治县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四）在
陵水黎族自治县有因自身原因导致土地闲置、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
建设商品住房、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非法占地、违法建设等违法行为
的行为人。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价高且不
低于底价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有意
竞买者请于2021年01月08日至2021年02月04日到海南省公共资
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或海南省陵水黎族自
治县椰林镇建设路208号老法院二楼201室咨询和领取挂牌出让文
件。

五、申请人可于2021年01月08日09时00分至2021年02月04
日12时00分到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208号老法院二
楼201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
地矿业权交易）向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交书面申请。

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02月04日12时00分。经审核，
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将在2021年02月04日17时0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
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地块挂牌时间为：
2021年01月29日09时00分至2021年02月07日15时00分。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
子邮件及口头等方式申请竞买及报价，也不接受邮寄竞买文件；（二）挂
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
竞价确定竞得人；（三）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相关税费
由竞得人按规定缴纳）；（四）竞得人应当在签订《成交确认书》后10个
工作日内与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同时与陵水黎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订《海南
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五）本次挂牌地块以现状土地条件
出让；（六）上述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七）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
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人：周小姐 林先生，联系电话：（0898）83333322 65303602
联系地址：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208号老法院二

楼201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
地矿业权交易）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
gov.cn/，http://www.landchina.com

开户单位：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开户银行：（一）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行，银行账号：

266254050805；（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行，银行账号：
46001005736053001573；（三）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行，
银行账号：21-840001040018030；（四）陵水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
部，银行账号：1007019400000145；（五）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
支行，银行账号：6001276700012；（六）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
水新建路支行，银行账号：2201007729200023924

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月8日

地块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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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位置

英州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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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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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陵自然资告字〔2021〕2号

经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根据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2020-05号宗地净地出让条件的
证明》，该地块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
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条件。
用地出让控制标准和用地准入协议按照原海南省国土资源厅、海南省发展
与改革委员会等《关于印发（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的通知》
（琼国土资规〔2018〕7号）和《关于实施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的指
导意见》（琼国土资规〔2018〕8号）有关规定执行，投资强度指标设定为不
低于828万元/亩，项目建成后年度产值不低于450万元/亩，年度税收不低
于20万元/亩，带动就业不低于120人。竞得人在项目建成投产前，不得以
转让、出租等任何形式出让土地使用权。

二、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除
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单独申请，不接受联合申
请。境外法人和其他组织（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加的，应当提供境外公
证部门的公证书、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
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境外申请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有效身份证明
及其他相关文件，应由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
国使领事馆认证；香港地区申请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有关文件，应按规
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授权的香港律师公证并由中国法律服务（香
港）有限公司审核签章转递并附以附件确认本。澳门、台湾地区比照香港地
区执行。

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一）失信的被执行人；（二）有重大税收违法案件的当事人；（三）
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四）在
陵水黎族自治县有因自身原因导致土地闲置、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
商品住房、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非法占地、违法建设等违法行为的行为人。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价高且不低于
底价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有意竞买
者请于2021年01月08日至2021年02月04日到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或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
设路208号老法院二楼201室咨询和领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21年01月08日09时00分至2021年02月04日12
时00分到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208号老法院二楼201室
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

向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
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02月04日12时00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
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
在2021年02月04日17时0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
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地块挂牌时间为：
2021年01月29日09时00分至2021年02月07日15时00分。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
子邮件及口头等方式申请竞买及报价，也不接受邮寄竞买文件；（二）挂
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
竞价确定竞得人；（三）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相关税费
由竞得人按规定缴纳）；（四）竞得人应当在签订《成交确认书》后30日
内与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同时与陵水黎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订《海南省产业
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五）本次挂牌地块以现状土地条件出让；
（六）上述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七）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
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人：周小姐 林先生，联系电话：（0898）83333322 65303602
联系地址：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208号老法院二

楼201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
地矿业权交易）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
gov.cn/，http://www.landchina.com

开户单位：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开户银行：（一）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行，银行账号：

266254050805；（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行，银行账
号：46001005736053001573；（三）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
行，银行账号：21-840001040018030；（四）陵水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营业部，银行账号：1007019400000145；（五）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陵水支行，银行账号：6001276700012；（六）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陵水新建路支行，银行账号：2201007729200023924

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月8日

海南乾坤实业总公司、三亚乾坤实业公司:
本院执行海南百卉绿色食品投资有限公司与你们公司承兑协

议纠纷一案，现因你们公司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司公告送达本
院(2020) 琼02执恢6号《通知书》，该通知书的内容为:“2020年5月
6日，本院作出(2020)琼02执恢6号之一执行裁定书，提取海口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收回海南乾坤实业总公司名下位于琼山区灵山镇
片区旧改项目范围27#地块，海口市国用(2013) 004607号土地证
项下面积 24334.37平方米中的16863. 29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的
土地补偿款16,778,974元。现该款项已于2020年11月26日转入
本院代管款账户，本院将于2021年3月20日向申请执行人支付，及
对本案已查封的财产进行处置。如对支付该款项及本院查封行为
有异议，请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三天内向本院执行局提出。”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0二一年一月五日

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琼02执恢6号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注销土地使用权更正公告
我局于2021年1月5日在海南日报A11版发布的1则《注销

土地使用权公告》需更正如下：海南琼山国华实业公司同意我局
有偿收回位于迈号办事处名门村委会上田村（现文昌市文城镇文
清大道西侧）地段，土地证号为文国用（2005）第W0200502号当
中，面积为6596.04平方米（折合9.894亩）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
我局决定公告注销该宗土地使用权，如与该公司有债权债务人有
异议，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以书面形式报我局登记，逾期则
为无异议，我局将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土地相关手续，并注销土
地使用权。特此公告。联系地址:文昌市文城镇白金路2号文昌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权益和开发利用室；联系电话:0898-
63330100。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月8日

关于《海口江东新区三组团（国际综合服务组团、国
际文化交往组团、国际高教科研组团）控制性详细规
划》JDZH-04-B08地块规划指标调整的公示启事

经报海口市政府同意，拟按程序对《海口江东新区三组团
（国际综合服务组团、国际文化交往组团、国际高教科研组团）控
制性详细规划》JDZH-04-B08地块规划指标进行调整。为广
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现按程序予以公示。1.公示时
间：15天（2021年1月8日至2021年1月22日）。2.公示地点：
海口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haikou.gov.cn/）、海
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发送至
hksjdglj@163.com。（2）书面意见邮寄至海口市美兰区兴洋大道
181号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规划统筹部。（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
内反馈，逾期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5686635。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1年1月8日

吸收合并公告
根据海南御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9034557366667W）、海南陵水润达科技投资
有 限 公 司（注 册 资 本 3000 万 元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34051058077W）和海南陵水晶水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
（注 册 资 本 ：4931.750980 万 元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34069663638L）分别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和股东会决定，海
南御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拟吸收合并海南陵水润达科技投资有限
公司、海南陵水晶水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实施吸收合并完成后，
海南御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存续，海南陵水润达科技投资有限公
司及海南陵水晶水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注销。根据《公司法》和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合并后，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均由海南
御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承继。请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
向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债务担保的请求，逾期不提出的视
为没有提出要求，吸收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告！联
系人：田春红。联系电话：0898-83308808。联系地址：海南省洋
浦经济开发区泓洋路与吉浦路交叉口凯森仓储港园区KS319。

海南御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陵水润达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陵水晶水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
二零二一年一月九日

2020年海南省青少年足球
赛市县组、省直组、高校组、部队
企业组4个组别的预赛7日全部
结束，共产生16支球队参加总决
赛。他们分别是：

省直组：省司法厅队和省教
育厅队。

市县组：琼海共青团队、万宁共
青团队、三亚共青团队、陵水青年
队、海口红色战车队、儋州共青团
队、文昌青年队、海口琼山青年队。

部队企业组：海航集团队、海口
美兰国际机场队、海南核电联队。

高校组：海师大队、海经贸学
院队和海职院队。

省青少年足球赛
产生总决赛16强

本报海口1月8日讯 （记者良
子）1月8日，《生死下一秒》首映礼在
海口中视国际影城举行，本片将于1
月10日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在海
南全线上映。

海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禁毒
工作，电影《生死下一秒》得到了省委
宣传部和我省各级公安机关的协助与
支持，是在2020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开局之年拍摄完成的一部主旋律禁
毒题材电影，以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
故事情节，生动地再现了公安一线缉
毒民警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奋不顾
身的光辉形象，也充分体现了人民警

察为人民服务的正义之光。
该片由海南时代风采影视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海南天宇发展有限公司
联合承制。电影紧紧抓住海南禁毒的
主旋律题材，将禁毒英雄的形象展现
到大荧幕上，在全社会传播禁毒理念，
营造全民参与禁毒斗争的氛围。

该片导演、编剧杨玉川、资深制片
人邓力维，以及于震、辛月、张译文、张
雨提、宋雨霏等主创人员通过视频跟海
南的观众见面，为电影《生死下一秒》首
映送上祝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专
职副主席王艳梅现场分享了《生死下一
秒》主题曲《禁毒战歌》的创作故事。

《生死下一秒》首映礼举行
1月10日，本片于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在琼上映

海峡两岸武术文化
交流活动在海口举办

本报海口1月8日讯（记者昂颖 实习生宋
文炜）1月8日下午，海峡两岸武术文化交流活动
在海口举行。与会嘉宾以武论道、交流经验，围
绕推动武术文化融合发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等话题展开探讨，共促两岸武术交流。

本次活动以“血脉传承、共武神州、弘文扬
武”为主题，旨在进一步促进两岸武术、文化和
旅游界互通信息、深化友谊，为推动两岸文化、
旅游交流与合作提供新动力。

海峡两岸武术交流 30 多年来，为维系两
岸同胞情感、推动两岸交流发挥积极作用。去
年 10月，台湾中华民族致公文化总会在海南
定安县开展海峡两岸武术文化合作项目，推动
两岸武术交流培训中心建设。此次举办海峡
两岸武术文化交流活动，对进一步促进两岸武
术文化交流与相关产业链发展，打造具有影响
力的线上线下武术文化延伸与交流平台起到
积极作用。

据介绍，近年来，海南采取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深化琼台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扩
大琼台两岛姻亲交流、两岸南宗道教养生交
流、两岸休闲农业发展研讨会、两岸云端庆庚
子中秋等活动品牌效应，与台胞共享自贸港发
展机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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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

➡ 纪录片拍摄现场
海南沙滩运动嘉年华落幕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 通讯员文少玲）为期3个
月的2020海南沙滩运动嘉年华近日在三亚落
幕。活动累计吸引了超过10万人次市民游客参
与，带动经济效益超3000万元。随着嘉年华的成
功举办，海南岛“一城一品一特色”的沙滩运动格
局初具雏形。

海南岛有着1800多公里的岸线资源和较多
的沙滩资源，具备发展沙滩运动的优势条件。本
届沙滩运动嘉年华正是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优
势，结合旅游产业以及各滨海城市特色，围绕活
力、极限、智慧、悦跑、欢跃、乐活6大主题，在海
口、万宁、昌江、陵水、文昌、三亚6个滨海市县推
出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及旅游产品，吸引更多市
民游客的参与。

本届沙滩运动嘉年华促进旅游衍生产品的创
新，升级“体育+旅游”文化内涵。为了更好的融
合旅游文化体验，主办方联动海南旅游文化国际
形象推广吉祥物波波椰、腾讯企鹅，推出波波星球
亲子乐园和波波星球亲子沙滩迷你马拉松与陵水
沙滩企鹅跑等。

本届海南沙滩运动嘉年华由省旅文厅主办。

1月7日，2020年海南省青少年足球赛预赛——省直机关组决赛在海口五源河
球场举行。最终，省司法厅队4:3险胜省教育厅队，获3连冠。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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