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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区旮旯王村庄连片国有土地改造项目指挥部关于转交送达分户评估报告的公告
2020 年 4 月 30 日中原区人民政

府依法作出 《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政府房
屋征收决定》（中原政征〔2020〕1号），
对旮旯王村庄连片国有土地改造项目规
划红线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及其附属
物实施征收。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评估办法》（建房〔2011〕77号）第十七
条相关规定， 河南省豫建房地产评估咨
询有限公司已经作出被征收房屋分户评
估报告。 我们采取了直接送达、 留置送
达、 邮寄送达等多种方式向被征收人转
交送达分户评估报告， 下列被征收人均
未领取或拒绝接收分户评估报告。 现指
挥部采取登报公告的方式转交送达下列
被征收人的分户评估报告：

请上述被征收人或被征收房屋相关权利人自
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持本人身份证或委托书（委托
人身份证） 等到郑州市中原区绿东村街道办事处
206 室（地址：郑州市中原区颍河路 53 号，联系
电话：0371-67661125，联系人:许女士）领取被
征收房屋分户评估报告。 逾期未领取的，即视为完
成转交送达。

被征收人对分户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送
达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河南省豫建房地产评估
咨询有限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请； 对复核结
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 10 日内
向郑州市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

特此公告
旮旯王村庄连片国有土地改造项目指挥部

2020年 8月 31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12� �������������������/����

3� 456� �������������������3����

7� 89:� �������������������7����

��� ;<=� ������������������������

��� >?@� ������������������������

��� #A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1� 23� ������������������ �$ ���

��� /45� ������������������ �� ���

��� 678� ������������������ �� ���

���

9:;�

<=3�

������������������ �� ���

��� �>� ������������������ �! ���

�!� +?@� �����������������A �$ ���

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主任
刘尚军，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主
任周由强，中国影协分党组书
记、驻会副主席张宏，中国影协副
主席尹力，郑州市委常委、市委宣
传部部长黄卿，中国影协分党组
副书记、秘书长闫少非，郑州市政
协副主席王万鹏，中宣部电影卫
星频道节目制作中心副总编辑
王平久，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驻
会副会长梁戈出席新闻发布会。

闫少非介绍了第 35届大众
电影百花奖评奖情况及 2020年
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主题活动
情况。

本届百花奖入围影片共 189
部，初选产生的10部候选影片已
于 8月 4日发布，并同时提交全
国广大电影观众投票。截至8月
25日，共收到有效选票3320多万
份，观众参与度比上一届提升
159%。本届电影节主题活动，主

要包括电影节开幕仪式、电影艺
术家下基层、专题电影展、中国
电影论坛、提名者表彰仪式、百
花奖终评及颁奖典礼暨电影节
闭幕式等六项活动。作为电影
节的高潮，备受关注的焦点颁奖
典礼将于 9月 26日晚在郑州举
行，届时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
的终评，将由 101名观众评委在
颁奖典礼现场以按表决器的方
式投票产生。

金鸡百花电影节作为中国
最专业、最具权威性的电影评奖
活动之一，此次选择在郑州举
办，既是中国文联、中国电影家
协会对郑州的支持与认可，同时
也是郑州与金鸡百花的缘分所
致和应有之约。

华夏之根、黄河之魂、天地
之中、文明之源的厚重积淀,雄浑
壮美的中原风光，使郑州与电影
结下不解之缘。据不完全统计，

新中国成立以来，包含郑州故事
和郑州元素的电影作品有260余
部，尤其电影《少林寺》的拍摄，
更是让古老的嵩山、千年的古寺
揭开神秘面纱，让中原文化、郑
州风采呈现在世人眼前。

黄卿介绍了 2020年中国金
鸡百花电影节郑州市的筹备情
况，表示随着9月24日第35届金
鸡百花电影节大幕的拉开，郑州
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将群星闪耀、
更加璀璨。为确保把本届电影
节办出品质、办出特色、办出亮
点，郑州市将全力服务保障，为
各位宾朋提供周到、细致、温暖、
贴心的服务，当好“东道主”、热
情迎嘉宾。将本着“精致、大气、
节俭、为民”的要求，改进办会形
式，创新活动内容，追求务实出
彩，切实弘扬国家战略、讲好河
南故事、展现郑州风采，力求确
保把本届电影节办成一届富有

中原特色、体现国际水准的电影
文化盛会。同时密切关注国内
外疫情形势变化，时刻绷紧疫情
防控这根弦，进一步细化电影节
各项活动疫情防控方案，全要素
演练突发情况应急预案，全面做
好疫情防控各项准备工作，确保
活动期间安全可控、万无一失。

会上还发布了本届电影节的
形象宣传主题，河南籍青年演员刘
昊然担任本届电影节形象大使。

1992年创办至今，中国金鸡
百花电影节在社会各界的支持
下，走遍了 27座城市，谱写出电
影与城市的深厚缘分。黄河之
滨，“豫”见百花，金秋九月，相约
郑州。届时，各位百花奖的提名
和获奖者、广大电影工作者，将
踏上根的土地，相聚在天地之
中，与郑州人民共同度过一段难
忘的时光，共同完成一场美妙的
电影文化之旅。

2020年金鸡百花电影节9月24日郑州开幕
已收到有效选票3320多万份，观众参与度比上一届提升159%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
记者 苏瑜） 2020年中
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第
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
将于9月24日至26日
在郑州举行。8月30日
下午，由中国文联、中国
电影家协会、郑州市人民
政府共同主办的 2020
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
(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
奖）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
行，发布相关情况并揭晓
了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
奖提名名单。

艺术奉献人民

这是一场等你参与的光影盛宴
六大主题活动突显百花“群众性”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本届电影节主题活动主要包括电影节开幕仪式、电
影艺术家下基层、专题电影展、中国电影论坛、提名者表彰仪式、百花奖终评及颁奖典礼
暨电影节闭幕式等六项活动。其中的重头戏——开幕式和颁奖典礼及闭幕式，将分别于
9月24日晚和26日晚在郑州举行。

创办于 1962年的大众电影
百花奖，是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
倡导和关怀下创立的、经中央
宣传部批准的全国性文艺评
奖，也是我国电影界历史最悠
久、影响最深远的一个奖项。
至今，历时 58年，今年是第 35
届。百花回报沃土、艺术奉献
人民。今年电影节期间将组织
三场“到人民中去——电影艺
术家下基层”活动，电影艺术家
们将会分别走进三门峡卢氏
县、郑州圆方集团、开封兰考
县，以实际行动积极响应“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的号召。
在金鸡百花走过的辉煌历

程中，得到了广大电影工作者和
电影观众的热烈拥护和热心支
持，无数电影前辈和电影艺术家
为百花的盛开倾注了大量心
血。本届电影节将举办三项专
题影展，包括合拍电影专题展、
黄河文化电影专题展、纪录电影
专题展，主办方精心挑选了 13
部优秀影片进行展映，包括合拍
片《我不是药神》《白蛇：缘起》，
展现黄河文化的《黄土地》《黄河
绝恋》以及纪录片《鹭世界》等精

品佳作。此外，还将举办“我们
的家园”纪录电影主题交流。

本次电影节还将举办中国
电影论坛等学术活动。开幕论
坛以“全面奔小康 共筑中国梦”
为主题，讲述电影梦想，致敬广
大观众。中国电影产业高峰论
坛，设置了“共构大电影市场”
“电影‘院网’协同发展”“打造新
时代的科幻电影”等单元，围绕
新时代疫情后电影产业升级、发
展献计献策。学术论坛将以“中
国传统文化的时代传承”为主题
展开思想交锋。

讲述电影梦想，致敬广大观众

5大类27项系列活动，打造老百姓“电影家宴”
举办 2020年中国金鸡百花

电影节暨第 35届大众电影百花
奖，是郑州市乃至河南省文化生
活中的一件大事、盛事。郑州自
去年 11月正式成为本届电影节
举办城市以来，坚持围绕“突出
国家战略、弘扬本土文化、彰显
为民惠民”主题，在郑州金鸡百
花电影节期间将推出 5大类 27
项系列活动，举办“电影艺术家
下基层”活动，邀请电影艺术家
走进脱贫攻坚一线、黄河生态保

护一线、抗击疫情期间直接面对
死亡的医护人员一线，还将举办
中国电影高峰论坛，探讨疫情影
响形势下中国电影的发展。另
外还将围绕弘扬中原文化，举办
“日出嵩山坳，重聚少林寺”系列
群众文化活动、“天地之中”历史
建筑群采风活动、“黄河之恋·大
美郑州”光影岁月图片展、河南
和郑州文化元素纪录片电影专
题展等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金鸡百

花电影节将会办成百姓的“电
影家宴”，设置百花奖大众评委
评选、“我家电影快乐观”周末
观影、第 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
郑州电影路演、全城露天免费
星空放映、百花之星走出大银
幕等活动。其间，主办方还将
拿出 1500 万元专项资金开展
“郑州观影惠民季”活动，运用
郑州一端一微——“郑好办”和
“郑州发布”购买电影票时可获
得优惠补贴。

郑州杜岭方鼎与百花女神“不期而遇”
当天，发布会正式发布了本

届电影节 LOGO、主视觉、海报，
形象大使宣传片。

电影节的主视觉海报历来
是媒体及观众非常关注的话题，今
年的主视觉海报由来自荷兰的
LAVA设计团队创作，以期寻求中
国文化在世界语境上的完美表达。

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在电
影行业受到疫情冲击即将重启
的当下，金鸡百花电影节来到郑
州，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主视
觉海报的整体色调选择了代表
希望的绿色，希望中国电影人站
在故里的土地上感受根的气息，
在天地之中郑州，吹响集结号，
锚定信心再出发。

以主题形象选择大鼎作为
背景，以“百花齐放春满园”为灵
感，延展“希望”的意境，秉承简
约、大气的风格，通过花蕊的色
彩变幻，突显“心灵故乡 光影盛

宴”的意境。各种线条构成的花
朵造型，犹如滔滔黄河奔涌出的
浪花，又如大美河山孕育出的奇
花；这是融合之花，每一片花瓣
都有不同的含义，代表着你我
他；这是希望之花，张开的花瓣
像放映机投射出的光芒，拥抱来
自五湖四海的电影人，以此传达
“文明之花赋予电影生机和活
力”的温暖寓意。

电影节 LOGO的设计灵感
则来源于郑州出土的“国之重
器”——中国商代早期的青铜器
杜岭方鼎上的饕餮纹，显得庄严、
凝重、神秘。有专家分析，饕餮纹
中对眼睛的强调，与太阳有关，寓
意“光明”。跨越3600年的历史，
杜岭方鼎与百花女神不期而遇，
黄河文明与现代影像相得益彰。

河南，不仅仅历史悠久、文
化底蕴深厚，更是在与世界互联
互通的开放中，展现出蓬勃发展

的态势，地位优势日益突显的省
会郑州，更是实力担当，在高质
量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过程中，
成长为一座新时代宜居之城。

城市，在电影中诗意地栖
居。以电影哺育城市，以城市启
发电影。电影记录着城市的色
彩、明暗、结构，镜头外的人们，
则书写着人生的速度、味道和温
暖。作为演员的刘昊然坚信，没
有无缘无故的欢笑与泪水，观众
更相信真诚的表达。我们在光
影里邂逅、沉浸，互相影响和改
变着彼此的生活方式、审美方
式、思想方式。

华夏之根，黄河之魂，天地之
中，文明之源。这是一座被时光浸
染的城市，也是一座等待被光影掠
过的城市，跨越千年的文明，古老
的土地上正演绎着动人的故事。

金秋九月，相约黄河之滨的
郑州，一起聆听百花盛开的声音！

走，和刘昊然一起打卡郑州！
8 月 29 日 ，

2020 年中国金鸡
百花电影节暨第
35届大众电影百
花奖组委会正式
官宣由河南籍人
气青年演员刘昊
然为家乡代言，担
任本届金鸡百花
电 影 节 形 象 大
使。同时，金鸡百
花电影节形象代
言片《在郑州遇见
百花》清新发布，
形象大使刘昊然
走过的地方，也迅
速成为郑州最热
的网红打卡地。

NOW，咱们
一起走吧，跟刘
昊 然 打 卡 这 些

“网红地”。

代言片中，当清晨第一缕阳
光透过法桐洒在街边的书店，刘
昊然悠闲地品尝咖啡、翻阅书籍。

位于郑州经六路的郑品书
舍，宁静雅致，走进书舍，木质的
书柜、书桌，整齐的书籍、葱茏的

绿植和一盏盏暖色的吊灯让书
舍于古风古韵中飘出浓浓书香。

在这里，读一本书、品一杯
咖啡来研磨时光，访古问今。

阅读本是寻常事，繁华静处
遇知音。

打卡地二 二砂文化创意园
北京有 798艺术区、成都有

“东郊记忆”，在郑州西郊也有一
个承载郑州发展记忆的文化创意
产业园区——二砂文化创意园。

在代言片中，刘昊然曾多次
出现在这里，他拿着手摇式摄像
机站在园区中最具代表性的包

豪斯风格建筑前拍摄着这座古
老而又年轻的城市。

大体量的工业遗存、大量的
绿色植被、相对完整且又丰富的
郑州西郊城市记忆，在这里你能
深刻体味到郑州的过去、现在和
未来。

打卡地三 百花里

代言片中有个特别有诗意
的路标——百花里，虽然这里没
有百花，却积淀着深厚的文化。

小街小巷，在不同的区域有
不同的称呼，北京叫“胡同”，上
海叫“弄堂”，山西太原就叫
“条”。曾经，在郑州老城区有近
百条里巷。

“百花里没百花，只有蔷

薇。”春夏之际，一丛丛的蔷薇从
栅栏、墙头攀爬而出，玫红、浅
粉，一团团，一簇簇，倾泻而下。

打卡地四 商城遗址公园
一个城市的灵魂，沉淀在那

些千年的古迹中，融于城市的建
设里，诉说着历史的长度。在郑
州商城遗址公园，刘昊然用年轻
的热切打量着郑州，郑州则以古
朴的韵律回应着他。

郑州商城遗址已经有 3600
多年的历史，它是商代第一座都

城——亳的所在地，而且也是同
期历史上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城
市遗址。郑州商城遗址的发现
和亳都地位的确认，为探索夏商
文化提供了坚实的支点，意义十
分重大，因为它，郑州于2004年
11月成为中国古都学会的第八
个会员。

和煦的阳光和斑驳的树影
形成最自然美丽的光影变幻，摩
天大楼与胡同小巷交织错杂，这

一切就像是电影，甚至比电影更
精彩。

这样的郑州，你爱上了吗？

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 郑州电台记者 张杭/文
郑报全媒体记者 谢君锐/图（刘昊然的图片由执委会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