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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珠海市江西吉安商会遗失社会

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51440400MJL4015
73M，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港湾拓运工程管理（珠海）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东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发票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山市保速达货运代理有限公

司珠海分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4
WLNG96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天云祥商行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服务所遗失农商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5850003877003，
编号581003943214。农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Z5850000456701，编
号58100023354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易泰水产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404000750982413，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区华敏工程信息

服务部遗失发票专用章一枚，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斗门区六都食品商行遗

失食品流通许可证正副本，编号：
JY440403009617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瀚轩商务咨询顾问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湾仔金惠棋牌室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40730
3868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曙豪商行

遗失行政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
章、法人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果缘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07674855XD,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金带服装辅料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40400000236965；遗失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 4404025591055
83；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各一枚，
声明作废。

权威发布
收费标准：标题100元，内容6元/字
个人证件：100元/证（50字内）
咨询热线：0756-2611111

本报讯 记者郭秀玉报道：对电
影市场来说，2020年是艰难的一
年，自疫情发生以来，影院停摆近半
年时间才得以陆续复工。记者近日
从珠海电影观察室获悉，2020年珠
海全年上映98部影片，电影总票房
9209万元，同比下降67%；全年观
影 246 万人次，同比下降 67.5%。
受疫情影响，珠海电影市场数据创
下5年内历史新低，平均票价略有
上涨。

我国电影市场虽然数据下跌，
但仍是全球最快恢复的电影市场。
能够成功复工，让观众安心走进电
影院，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抗疫成
果有目共睹。

记者从2020年珠海分月票房

数据看到，档期票房依然是“主力”。
10月国庆档、12月贺岁档、8月暑期
档分别位于前三名。优质电影加上好
档期，一度引发了各家机构之前预测
的“报复性观影热潮”。

其中，珠海国庆档数据优于全国
平均数据。国庆节7天就吸引了40
万人次走进电影院，拿下1560万元
票房。

与往年不同，2020年珠海票房
前十的电影里，有3部来自国庆档，
分别是《我和我的家乡》《姜子牙》
《夺冠》；有3部来自贺岁档，分别是
《拆弹专家2》《除暴》《紧急救援》；只
有一部外语片《信条》上榜珠海票房
前十。

《八佰》作为复工后首部大片，在

暑期档一枝独秀，几乎撑起了整个
电影市场的票房，对影院复工进程
具有重要意义。

从影片类型来看，动作/战争片
占了半数，喜剧、动画、体育、科幻题
材则各有受众。

2020年珠海电影院票房冠军
依然是中影国际影城华发商都店，
连续5年断层高位霸榜第一。但
是，受疫情影响，中影华发店的票房
只有上年的四分之一（2019年度票
房4429万元）。

榜单上有两个新面孔，分别是
新开业的中影南方4D影城玖洲道
店和中影国际影城优特汇店。

据悉，2020年共有7家新影城
开业，除上述两家外，还有耀龙国际

影城、中影泰得影城、中影星中源影
城、中影南方大众影城和华夏国际
影城。业内人士表示，竞争不断增
大，可以推动影城提高服务水平，为
观众带来更好的观影体验。

2020年，香洲区票房占据了珠海
市票房的80%，斗门区占比13.2%，
金湾区占比6%。

珠海市的电影院也集中在香洲
区，香洲区电影院数量占据全市的
63%，斗门区占比20%，金湾区占
比17%。

尽管疫情对影院影响较大，但从
数据可以看到，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的同时，有优秀影片上映，观众还是
会第一时间选择前往电影院，看电影
依旧是不少人周末假期娱乐首选。

纪录片《后疫情时代》剧照。
均系资料图片

短片《南京抗疫现场》剧照。

纪录片《好久不见，武汉》剧照。

珠海2020电影市场年报出炉
全年上映98部影片，总票房9209万元，同比下降67%

珠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交易序号:21003）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经市政府批准，珠海市自然资源局委托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交易中心）以网上挂牌方式公开出让宗地编号为珠自然资储2021-02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概况

二、挂牌出让对象：
凡符合下列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企业法

人或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和政策另有规定外），均可参
加竞买，但不接受个人及联合竞买：

竞买人须具备开发运营五星级酒店的经验。
上述准入条件由香洲区政府核准。
三、挂牌文件索取：本次挂牌详细情况及具体要求以

《挂牌文件》为准，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1月22日9
时至2021年2月22日12时登录交易中心网站下载《挂
牌文件》。

四、网上竞买要求：本次挂牌出让以网上交易方式进
行。竞买人须通过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交易系
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参与竞买申请、报价及竞价。

五、网上竞买操作说明：竞买人须先登录交易中心网
址注册用户并按《挂牌文件》要求申请CA数字证书，下
载并安装网上交易系统。CA数字证书须与交易中心系
统绑定后，方可登录网上交易系统参与网上交易。

六、竞买资格申请和审查：竞买人应于2021年2月2
日9时至2021年2月22日12时在网上交易系统完成竞
买资格申请，并在此期间提供有关资料到交易中心业务
窗口进行竞买资格的审查，交易中心将在受理后1个工
作日内完成对竞买人的资格审查，并出具《竞买资格审查
结果通知书》。

七、保证金交纳：取得竞买资格的竞买人，可在网上
交易系统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银行账号，并应当在报
价前向该账号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网上交易系统确认

竞买保证金到账后方可报价。保证金交纳的截止时间
为：2021年2月22日17时（以银行到账为准）。

八、网上挂牌时间：
起始时间：2021年2月2日9时。
截止时间：2021年2月23日10时。
九、本次交易过程全部通过网上交易系统进行，竞买

人应尽早在挂牌截止时间前完成报价，超过挂牌截止时
间交易系统将自动关闭，不再接受报价，因此造成竞买人
无法报价的损失，由竞买人自行承担。

十、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
准。

十一、咨询电话和地址：
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0756）2538763、

2686621、2538738（地址：珠海市香洲区红山路288号国
际科技大厦B座二楼）；

珠海市土地储备发展中心：（0756）3268173、
3268635（地址：珠海市吉大九洲大道中2002号）；

珠海市香洲区政府：（0756）2517866（地址：珠海市
香洲区行政中心217室）。

十二、网址：
自然资源局网址：http://zrzyj.zhuhai.gov.cn
交易中心网址：http://ggzy.zhuhai.gov.cn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
珠海市土地储备发展中心
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1年1月13日

交易序号/宗地编号

21003/
珠自然资储2021-02

备 注

宗地位置

迎宾南路与昌盛路交叉
口西北侧

1.上述地块为闭合红线单宗土地，以现状（净地）供地。
2.外地企业或组织竞得的，必须在本市注册成立其持有100%股权（全资）的单项开发公司。
3.上述地块总计容积率建筑面积为66760平方米，其中旅馆业用地比例≥60%、商业用地比例≤15%、配套停车场用地比例≤25%。
4.竞得人须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下称《合同》）签订前向出让人提交与香洲区政府签订的《珠自然资储2021-02地块建设和使用监管协议书》（下称《监管协议》）。如竞得人未能在签订《成交确认书》
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向香洲区政府提出签订《监管协议》申请，导致《监管协议》未能在《合同》约定签订之日前完成签订工作的，则由出让人无偿收回土地，竞得人所缴纳的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
5.竞得人因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而拍卖或者变卖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涉及受让人资格条件限制的，次受让人应当符合《监管协议》及相关文件规定的资格条件，次受让人用以经营的产业必须符合相关的产业政策，次
受让人应当继续履行《监管协议》的相关约定和要求。
6.竞得人或其股东须在签订《合同》之日起60日内在香洲区实缴注册资本不低于500万美元（或等值人民币）。
7.竞得人须承诺上述地块用于建设五星级酒店项目。
8.竞得人须在宗地内引进至少一家由香洲区政府认定的世界知名酒店管理集团旗下品牌(具体为：安缦（AMAN）、六善（SIX SENSE）、宝格丽（BVLGARI）、亚特兰蒂斯（ATLANTIS）、丽世（LUX）、丽晶（RE-
GENT）、嘉佩乐（CAPELLA）、金普顿（KIMPTON）品牌的其中一家)，并在签订《合同》之日起60日内,与以上品牌管理公司签订由其进驻经营的入驻意向文件，并在约定期限内向香洲区政府提交有关资料，且通
过该区的核准，同时按照审核通过的酒店品牌进行建设运营，品牌管理期限不低于15年。
9.竞得人须保证本项目的投资总额达12亿元人民币。
10.上述地块内配套停车场用地及用地所建建筑物不得转让。
11.竞得人须严格按照公布的《项目建筑设计方案》实施开发建设，具体技术指标以《项目建筑设计方案》为准。
12.竞得人须清晰了解出让地块周边规划现状及地块所处区域规划发展动态，并无条件接受地块以外的规划调整一切事项。
13.若竞得人在项目建成开业后未完成上述第8点约定的，香洲区政府有权要求停业整改，竞得人须于整改通知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香洲区政府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亿元。上述事项由香洲区政府负责监管。
14.竞得人在本项目的投资总额未达到上述第9点约定的，竞得人须向香洲区政府缴纳地价款3%的违约金。上述事项由香洲区政府负责监管。
15.上述地块海绵城市建设强制性指标：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低于55%。
16.上述地块中的酒店用地及用地所建建筑物不得分割办理《不动产权证》，不得分割抵押、分割转让及分割销售。
17.竞得人领取上述地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须按照办理时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标准，向行业主管部门足额缴交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18.上述地块地动工期限为自《合同》约定的土地交付之日起一年内，竣工期限为自《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期限截止之日起三年内。
19.上述地块不设保留价。

宗地面积（m2）

8345.58

规划
土地用途

旅馆业、商业及
配套停车场

出让年限

商业、旅馆、配套停
车场40年

容积率

≤约8.0

建筑密度

一级建筑覆盖率≤
50%，二级建筑覆
盖率≤30%

绿地率

≥20%
建筑限高（米）

200

起始价（万元）

人民币
37100

增价幅度（万元）

人民币400

竞买
保证金（万元）
人民币 7420；
港币 9000；
美元 1200

1月12日，
袁悦在比赛中
回球。

当日，在
阿联酋迪拜举
行 的 2021 年
澳网女单资格
赛第二轮比赛
中，中国选手
袁悦以 2∶0 战
胜加拿大选手
布沙尔，晋级
下一轮。

新华社发

澳网女单资格赛：袁悦晋级

1 月 12 日，AC
米兰队球员在赢得
点球大战后庆祝。
当日，在2020-2021
赛季意大利杯足球
赛八分之一决赛
中，AC 米兰队主
场与都灵队在常
规 时 间 内 0∶0 战
平，在点球大战中，
AC 米兰队以 5∶4
淘汰都灵队，晋级
八强。

新华社发

意大利杯：AC米兰晋级八强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12日电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越来越多
的比赛和球队，美职篮和美职篮球
员工会12日宣布，近期将执行“禁
足令”等措施，以遏制蔓延的疫情。

近期美职篮有越来越多的球队
受到疫情影响，球员或感染、或因为
密切接触而隔离，不少比赛因为某
队上场球员不能满足联盟规定的8
人底线而只能推迟。为应对不利局
面，美职篮要求在未来至少2周时
间内，球队无论主客场，能不出门则
别出门。根据美职篮的要求，球队
坐镇主场时，球员和球队工作人员
只能因为比赛、训练和一些基本的
生活需求等原因而出门，客场比赛

时则只能因为比赛和训练以及紧急
事件等原因离开酒店。

迈阿密热火队近期深受新冠影
响，队内一半球员无法上场比赛。
主帅斯波尔斯特拉说：“我支持联盟
采取一切措施遏制疫情蔓延。这个
世界因为疫情而变得很不安全，我
们必须正视这一点。”

美国是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
家，累计确诊病例超过2000万例，
累计死亡病例也逼近 40 万例大
关。

除“禁足令”之外，美职篮12日
还规定赛前球队在更衣室里开会的
时间不得超过10分钟，而且开会时
全员需要佩戴口罩。

疫情导致比赛推迟
美职篮要求球员非必须不出门

作品接连爆红、被外交部发言人点
赞、上节目、拍杂志……来自日本的纪录
片导演竹内亮最近“出圈”了。

“很多人说，你火了，但我感觉我什
么也没变。”竹内亮回应。

“我住在这里的理由”

“70后”竹内亮在2010年参与拍摄
纪录片《长江天地大纪行》时来到中国，
发现中国人对日本并不了解，萌生了到
中国做日本文化纪录片的想法。2013
年，竹内亮一家从日本搬到中国，在他妻
子赵萍的家乡南京住了下来。

他的作品，除了展示日本外，也讲述
中国。“一个人为什么要生活在那块土
地，一定有着很深层的理由。”2015年，
竹内亮执导的系列纪录片《我住在这里
的理由》上线。纪录片通过一个个住在
日本的中国人和住在中国的外国人，介
绍不同国度的生活和风情，上线5年多
来已拍摄200多集，至今还在更新。

“我的立场特别客观”

因疫情，2020变成特殊之年。
2020 年 3月，竹内亮拍摄的短片

《南京抗疫现场》在日本雅虎上线，迅速
登上网站首页，随后被翻译成十几种语
言的版本播放，受到广泛关注。

公司附近的餐厅、日常出行的地铁
和网约车、孩子上网课……竹内亮用自
己的眼睛、镜头，观察、记录南京市民的
防疫日常。

竹内亮说，《南京抗疫现场》系列拍
摄完成后，他又有了去“解封”的武汉拍
摄的念头。“我想自己去看看，把真实的
武汉告诉外国人。”

10天，10个故事，1座城……《好久
不见，武汉》客观记录了武汉这座城市经
历疫情创伤之后的真实情景，以及武汉
人民坚韧、豁达的精神。该片自2020年
6 月底上线以来，全网累计播放量超
4000万，热议不断。

“我的立场特别客观。”竹内亮表示
只有保持客观立场，作品才能真实可信。

“消除偏见很难，但我们想做”

新年伊始，竹内亮的新作《后疫情时

代》上线。
“我想通过镜头，解开外国人心中的

疑惑：中国如何一边控制疫情一边恢复经
济，成为全球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竹内亮在网上征集了几个有代表性
的企业进行采访，以南京马拉松比赛、无
人配送、直播带货等为切入点，记录中国
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方面取得的成就。

“中国能够同时做到疫情防控和经济
复苏，这是对14亿人共同努力的回报。”
《后疫情时代》结尾，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纪录片一经播出，便登上了日本雅
虎头版，许多日本网友在评论区感慨中
国的疫情防控能力和“无人化”技术应
用。该片获得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点
赞，称其“不带偏见地真实记录中国人民
走过的这段非凡历程”。

“和前面两部纪录片一样，我只是真
实地记录了我看到的情况。”竹内亮说。他
说，西方媒体的涉华报道有时缺乏客观性，
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把真实的中国传递
给世界，摘掉个别外国人的“有色眼镜”。

“虽然消除这些偏见真的很难，但是
我们想做。”竹内亮说。

据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我在中国记录真实我在中国记录真实””
——专访日本纪录片导演竹内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