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8月7日 星期二
统筹：胡田野 编辑：崔迎 美编：宋笑娟 校对：陈希 AA07文化产业NEWS

公 告 刊登热线 ： 0371-56568143

依据管政【2016】103 号、管政【2016】97 号、管政【2016】86 号、管政【2016】106 号、管政【2016】99 号的
征收决定和《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三条第三款：“房屋被依法征收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 ”现下列不
动产已依法征收，地面房产已灭失，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依法对下列原登记
证书进行公告作废。 详细名单如下：

王树峰，房屋所有权证 0601062545 号，地址：南学街 66 号院 2 号楼 3 单元 2 号；王美菊，房屋所有权证
054678 号，地址：三道胡同 19 号；李忠良，房屋所有权证 103832 号，地址：南学街 66 号院 2 号楼 6 单元 1 号；邢
金山，房屋所有权证 103747 号，地址：南学街 66 号院 3 号楼 2 单元 7 号；张金聚，房屋所有权证 0501014990 号，
地址：丁新街 77-10 号；史春岭，房屋所有权证 0701020168 号，地址：南大街 15 号 7 号；侯君慧，房屋所有权证
0701020160 号，地址：南大街 15 号 7 号；侯君华，房屋所有权证 0701020161 号，地址：南大街 15 号 8 号；侯君杰，
房屋所有权证 0701010094 号，地址：南大街 15 号 8 号；侯文成，房屋所有权证 0701020172 号，地址：南大街 15
号 8 号；张志琪，房屋所有权证 0701057016 号，地址：书院街 39-6 号 2 层；郑子亭，房屋所有权证 0201006677
号，地址：唐子巷 28-5 号；郑震亭，房屋所有权证 0201006673 号，地址：唐子巷 28-5 号；郑建亭，房屋所有权证
0201006679 号，地址：唐子巷 28-5 号；郑鹏飞，房屋所有权证 0201006667 号，地址：唐子巷 28-5 号；孔玉红，房
屋所有权证 1401293628 号，地址：唐子巷 38 号院 5 号楼 1 单元 15 号；李方，房屋所有权证 1001003411 号，地
址：向阳街 6 号院 2 号楼 1 单元 6 号；东城乡书院街大队，房屋所有权证 003844 号，地址：书院街 124 号；东城乡
书院街大队，房屋所有权证 003837 号，地址：管城区向阳街 3 号；东城乡书院街大队，房屋所有权证 003816 号，地
址：管城区向阳街 3 号；郑州市第二变压器厂，房屋所有权证 004030 号，地址：商城里 1 号；郑州市文化用品厂，房
屋所有权证 056583 号，地址：南大街 103 号；郑州市文化用品厂，房屋所有权证 056584 号，地址：南大街 103 号；
郑州市瓦楞制箱厂，房屋所有权证 0701072206 号，地址：向阳街 32 号院 1 号楼。 郑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不动产权证书作废公告
址刘村委对址刘安置区 2 号楼 1~2F 商铺招租项

目进行公开招标，欢迎合格投标人参加投标，有关事
项如下：

一、项目名称：址刘四、六村民组安置区 2 号楼
1~2F 商铺招租。

二、招租项目及底价：本次招租的项目是位于郑州
市中原区金枝路 16 号址刘安置区（西四环与金枝路交
叉口西北角）1、2 层商铺， 商铺总面积约为 1443 平方
米，各层商铺的具体分布及位置详见相关招租文件。 上
述商铺整体招租，租赁期限为十年，起租价不低于年租
金 110万。

三、投标报名时间：2018 年 8 月 5 至 20 日上午
8：30~11：30，下午 2：30~5：00。 报名地点：郑州市中原
区金枝路 16 号（西四环与金枝路交叉口西北角）址刘
安置区物业服务中心。 现场踏勘时间：公告发出之日起
至开标之日止在此期间的工作日随时欢迎现场勘察。

四、报名资格：投标人必须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
有独立承担风险及民事责任能力的合法经营主体单位
和个人。

五、报名所需提交的证件及竞标保证金 30 万元。
1、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
章）；2、法人代表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3、个
体单位需提供本人身份证原价及复印件；4、代理人还需
提供法人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5、30 万元竞标保证
金（开标后未中标单位或个人我公司在 15个工作日退还）。

六、投标时间：2018 年 8 月 5 至 20�日上午 8：30~
11：30，下午 2：30~5：00。地点：郑州市中原区金枝路 16
号（西四环与金枝路交叉口西北角）址刘安置区物业服
务中心。 开标时间：另行通知。 地址：郑州市中原区金枝
路 16 号（西四环与金枝路交叉口西北角）址刘安置区
物业服务中心 电话：0371-66113913。

联系人：方老师 联系电话：15515748861
� � � � � �刘全喜 联系电话：15003887895
� � � � � �杨金英 联系电话：13592561791
� � � � � �杨二鹏 联系电话：18595656666
� � � � � �陈永宾 联系电话：18595868888

招标单位：郑州市中原区西流湖街道址刘村民委员会
2018年 7月 20日

址 刘 安 置 区 2 号 楼 商 铺 招 租 项 目 招 标 公 告

《老舍赶集》等11部剧目
将汇聚第二届老舍戏剧节

第二届老舍戏剧节将于 9月 7日
至 10月 27日在京举办。《老舍赶集》
《翦氏夫人》《平凡的世界》《天下第一
楼》《日瓦戈医生》《酗酒者莫非》等11
部由中国、法国、俄罗斯、波兰艺术家
创作的剧目将相继上演。

本届戏剧节将继续秉持老舍先
生的平民情怀，选择国内外具有文学
性、思想性、符合大众审美的戏剧作
品，通过戏剧关照当下现实，关注中
国民生，贴近民众情感。

在致敬老舍单元，作为开幕剧
的《老舍赶集》，根据老舍的六则
短篇小说创编，以幽默风格和现代
人视角解读几十年前的故事；北京
曲剧《翦氏夫人》以朱元璋初建大
明为背景，通过其义女吐叶公主汉
维通婚的心路历程呈现民族团结
主题。

文学剧场单元中，除北京人艺的
经典话剧《天下第一楼》《天之骄子》，
还包括香港话剧团的话剧《亲爱的，
胡雪岩》、陕西人艺的话剧《平凡的世
界》、武汉江湖戏班剧团的话剧《呐》、
青年导演张肖的话剧《认真的重要
性》。 据新华社

《武动乾坤》开播
张天爱被夸
是真正的体验派

由张黎执导,杨洋、张天爱、吴尊、
王丽坤领衔主演的传奇剧《武动乾
坤》今日起在优酷开播,张黎夸赞杨
洋、张天爱等演员表现努力。

《武动乾坤》是年轻体裁的剧集,
张导称赞张天爱的直觉非常好,虽然
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但她是真正的体
验派,对于疲惫的体验就是真疲惫,为
了动作戏每天去进行六七个小时的
训练。他也表示这个戏的年轻演员
一直都在跑,一条一条不停地跑都跑
到脸煞白,杨洋、张天爱都吐了。

从《走向共和》《大明王朝 1566》
到《人间正道是沧桑》《少帅》,导演张
黎一直是以执导正剧著称,而《武动乾
坤》则是根据知名网络作家天蚕土豆
同名网络小说改编。这次第一次尝
试网剧大 IP《武动乾坤》这种体裁的
作品,张黎称难点最主要的是想象力
匮乏,第二个难点就是特效难以尽如
人意。 小文

张艺谋新片《影》将迎来强劲对手
——8月5日，电影《无双》宣布将于9月30
日上映，导演庄文强，主演周润发、郭富城
等亮相。周润发和郭富城穿着同款衣服，
对此两人表示，之前没有互相商量过着
装，“这是兄弟之间的默契”。

《无双》讲述了以代号“画家”为首的
犯罪团伙掌握了制造伪钞技术，并在全球
进行交易获取利益，引起警方高度重视。
然而“画家”和其他成员的身份一直成谜，
警方的破案进度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
战。在关键时刻，擅长绘画的李问打开了
破案的突破口，而“画家”的真实身份更让
众人意想不到。

“无双集团 CEO”兼导演庄文强的创
作曾涉足多个犯罪领域，此次，庄文强变
身“钞级大骗”，首次触碰伪钞题材，展现
华语电影中极少见的伪钞制作全过程。

庄文强透露，这部电影的筹备研发，花了
10年时间。谈及何以选择周润发与郭富
城主演，庄文强说：“发哥当年《英雄本色》
中的小马哥就和伪钞集团有很大的关系，
他丰富的‘造假’经验会助力‘无双币’的
研发。郭富城在《寒战》中锻炼出来的洞
察力，对于伪钞的研究有着独特的优势。”
于是，庄文强成功将发哥和郭富城“忽悠”
到自己的创作团队中，并以少见的双反派
形式构造人物，着力打造高智商、高技术
的犯罪故事。

作为无双集团的“首席运营官”，周润
发表示，自己一手挖掘到郭富城这一得力
搭档，平时帮自己制作出真假难辨的伪
钞，关键时刻还可以骗他做“垫背”。由于
之前曾拍过《英雄本色》等许多带有黑帮
元素的电影，所以积累了大量的分销渠
道，成功解决市场难题。

“首席技术官”郭富城现场大吐苦水，
表示自己加入“无双集团”是因为在周润
发的“威逼利诱”之下。郭富城表示，自己
也是首次尝试出演一个画家的角色，在新
品研发过程中担任一个“技术流”。肖扬

除了震撼视觉特效之外，实力派导演
领衔最强卡司、笑泪兼具的故事情节，以
及深海人鲨大战等火爆场面都成为本片
必看亮点。作为一部商业大片，爆破、枪
战、追击向来必不可少，在《巨齿鲨》中，有
多场激燃的大场面戏份——巨齿鲨入侵
浅海、直升机空袭巨兽、巨轮倾覆、深海
“黑科技”追击等火爆的镜头目不暇接，使
其成为今年暑期档当仁不让的动作科幻
大制作。

无论是杰森驾驶深海滑翔机与巨齿

鲨上演惊心动魄的生死时速，还是李冰冰
搭载的鲨笼被巨齿鲨疯狂攻击，或是在高
科技强劲的火力压制下仍然脱逃的巨齿
鲨，都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带来真
正切身的刺激体验。

而在惊险刺激的大场面中间穿插
的情感发展，也刚好给了观众在特效
场面中喘息的机会，围绕着同伴、父女
等人物关系之间感情的升华，观众在
震撼之余也能感受影片中角色的内心
蜕变。

《巨齿鲨》深海来袭

史前巨兽在大银幕“重生”

本报讯（记者 崔迎）昨日，好
莱坞动作科幻冒险大片《巨齿鲨》在
郑州奥斯卡大上海国际影城中国巨
幕厅举行了超前看片会，影片由乔·
德特杜巴执导，杰森·斯坦森、李冰
冰、雷恩·威尔森、鲁比·罗丝、赵文
瑄、蔡书雅等共同出演，将于本周五
全球同步上映。

作为暑期档最令人期待的好莱坞大
制作电影，《巨齿鲨》根据美国作家史蒂
夫·艾伦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前美国
海军陆战队深海潜水专家乔纳斯·泰勒
（杰森·斯坦森饰）联手中国女科学家张苏
茵（李冰冰饰）营救被困人员，却意外造成
巨齿鲨逃离深海的故事。

本次超前观影备受期待，来自省会的
各大媒体、影城经理和部分幸运观众提
前观看了影片，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在影片中，人类与巨齿鲨的博弈与对决
始终吊足观众胃口，杰森·斯坦森和李冰
冰驾驶“黑科技”潜水器上演极速狂飙、
巨齿鲨来到浅海攻击人类，众人逃离鲨口

等惊险场面，都让到场观影的观众忍不住
屏住呼吸。

本片最引人关注的当属首次现身大
银幕的巨齿鲨，以及真实、奇妙的深海世
界。特效团队不仅研究了真实鲨鱼的状
态，捕捉和模拟鲨鱼动作，还对这一史前
物种进行科学合理的“再创作”，包括巨齿
鲨的腮、皮肤等都进行有针对性的创造，
使得巨大而充满震慑力的巨齿鲨在大银
幕上“重生”。值得一提的是，本片特效团
队 Scanline VFX以做水流及流体闻名全
球，由其打造的海水具有真实流动感，全
新构建的海底世界神秘莫测，也让影片成
为一场绝对超值的视听盛宴。

杰森·斯坦森、李冰冰恶战海底巨兽

一场刺激的全新冒险篇章

张艺谋新片将迎来强劲对手 国庆期间上映

周润发郭富城 谁将“无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