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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天收获5亿票房

“金刚狼之父”去世

“蜘蛛侠”
点燃开学季

北京时间9月11日，被称为“
金刚狼之父”的美
国漫画作家莱恩·韦恩过世，享年69岁。
1948年6月12日， 韦恩生于美国纽约市的一个
犹太裔家庭。 年幼时他体弱多病，家人给他买了许
多漫画杂志让他打发时间。 随着年龄增长，韦恩发
现自己并没有绘画才华，但他自认为有讲故事的天
赋，于是他给多家漫画公司投去简历，最终DC公司
给了他一份自由撰稿人的职位。
最终令他跻身美漫一线作家之列的，是他同赫
伯·特莱曼、老约翰·洛米塔等人联合创造的“
金刚
狼”形象，他设计的这一经典漫画角色，在1974年首
次在《无敌浩克》中登场，随后他将金刚狼引入X战
X战警”系列故事式微，经过他的努力让X
警，当时
“
战警重新焕发生机，除金刚狼外，他又给X战警增
添了许多独一无二的超级英雄，比如夜行者、钢力
（小玉）
士和风暴女等。

周五在内地上映的好莱坞超级英雄片《蜘蛛侠：英雄归来》，振
奋了开学季的电影市场。根据猫眼票房实时数据，该片首周末
三天进账4.57亿元，轻松超越2012年《超凡蜘蛛侠》的3.15亿元
内地总票房。 截至昨日傍晚，《蜘蛛侠：英雄归来》的累计票房已经超
过5亿元，超越2014年《超凡蜘蛛侠2》5.85亿元的纪录不在话下。

上

“
蜘蛛侠”称霸内地影市
从8月底开始，多部进口片登
陆内地院线， 都没能真正引爆票
房。 截至昨天，上映18天的《极盗
车神》累积票房仅1.08亿元，同期
的吕克·贝松科幻作品 《星际特
工： 千星之城》 累积票房4.06亿
元，上映一周的诺兰新作《敦刻尔
克》票房也只有3.1亿元。 直到上
周五首映的《蜘蛛侠：英雄归来》，
终于让进入开学季之后相对较冷
的电影市场热闹了一把。 该片首
周末三天的排片率 均 在 50% 以

神秘女子
夜访胡歌豪宅

上， 周五到周日的单日票房分别
为1.43亿元、1.83亿元、1.3亿元。
在疯狂吸金的同时，《蜘蛛
侠》的口碑也非常不错，目前豆瓣
评分7.6分。 蜘蛛侠原本就是一位
平民英雄， 这部新作更是将这一
点放大到极致， 年轻的蜘蛛侠就
像是人们身边的普通高中生，有
着和大家一样的喜怒哀乐。校园、
青春、成长的主题，也让整部影片
显得轻松和富有娱乐性。 有观众
评价：
“
这是最可爱的小蜘蛛。 ”

经纪人回应：只是朋友见面聊天
近日，有媒体拍到胡歌由沪返京后独自回到
住处，当晚8点左右，一神秘年轻女子来访，密码输
入错误后打电话求助。 没过多久，身穿白色T恤、
戴着帽子的胡歌下楼为该女子开门。 近6小时后，
凌晨两点，该女子再度现身，独自离开公寓，似发
现有人拍摄，忙用手遮挡脸部，行色匆忙。
对此， 记者第一时间联系胡歌团队进行求
证， 其经纪人回应称：“那只是朋友见面聊天，请
大家不要过分关注他的生活，谢谢。 ”据悉，胡歌
所住楼盘每平米均价在11万以上。 （网娱）

超级英雄片创新纪录
在超级英雄电影史上， 蜘蛛
侠这个角色具有里程碑式的意
义。 2002年，山姆·雷米导演的第
一部《蜘蛛侠》，历史性地将超级
英雄这个题材变成了好莱坞A级
大片， 投资高达1.39亿美元。 最
终， 该系列三部曲在全球收获25
亿美元的票房。
作为最早被引进的超级英雄
电影，《蜘蛛侠》 三部曲也在中国

内地上映。 2002年，该系列第一部
在内地获得4100万元票房，2004
年的续作收获5200万元，2007年
的收官之作票房为1.5亿元。山姆·
雷米的《蜘蛛侠》三部曲收官后，
制片方索尼影业并没有放弃这个
角色。 2012年，重启的《超凡蜘蛛
侠》上映。 尽管这个系列的全球票
房表现不尽如人意， 以至于只拍
了两部就匆匆完结， 但两部电影

在中国内地的票房分别达到了3.1
亿元和5.85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 此前在中国
内地上映的超级英雄单人电影
（除去《复仇者联盟》等群戏系列）
中，票房最高的是《X战警：天启》，
首日票房为1.1亿元，总票房为8亿
元。 而《蜘蛛侠：英雄归来》的首日
票房（含零点场）达到了1.43亿元，
开创了新的纪录。 （馨文）

分类信息
海源水产中秋大礼包

0517-89880056

注销公告

海源水产搬家了，为回馈新老客 淮安市忠义水产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
户，值此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公司推 320811000027747）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解散公
出 300 元、400 元、800 元、1000 元及 司。 现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组
已组成。 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
以上标准海鲜大礼包， 内含鲍鱼、黄 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鱼、海参、子乌、昌鱼、对虾等海产品。

地址：淮安市迎宾大道 79 号海隆冷链院内
详询：0517-83708021 13056021621

注销公告
淮安市越达机动车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号：
913208115837946222）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解散
公司。 现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
组已组成。 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
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淮安市越达机动车服务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7 年 9 月 13 日

广告

广告咨询热线：

淮安市忠义水产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7 年 9 月 13 日

淮安自来水有限公司现将持有的淮水纯净水有
限公司的 83.51%的股权（底价 110 万元）转让。 现面
向社会公开征集意向受让方，欢迎有意者报名参与。
报名时间：2017 年 10 月 15 日截止
报名地址：淮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深圳路金
榜酒店院内）

联系人：陆先生
联系电话：83975106

18012057266

淮安市首信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人委托， 我公司定于 2017 年 9 月 20 日上午 9:30 时在淮
安市西大街 116 号公司拍卖大厅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拍卖标的：
1.苏 H98916 雪佛兰牌 SGM7187ATA 轿车，2012 年 5 月 28 日上
牌，行驶里程：约 12 万公里，参考价：4.5 万元左右；
2. 苏 HQ0160 宝马 WBAWX310 越野车，2012 年 10 月 25 日上
牌，行驶里程：约 1.6 万公里，参考价：30.5 万元左右；
3. 苏 H98912 荣威牌 CSA7180AC 轿车，2012 年 5 月 28 日上牌，
淮安市鼎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号：
行驶里程：约 8 万公里，参考价：3.6 万元左右；
91320802MA1MYQKQ5F）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
即日起至 2017 年 9 月 19 日下午 5:00 时止接受咨询、 看样、报
解散公司。 现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名。 参加竞买者须提供有效身份证明。 报名时须向本公司交纳每个
标的的竞买保证金：1 万元。 竞买不成，保证金在三日内全额无息退
清算组已组成。 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还。
45 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报名地址：淮安市西大街 116 号 0517-80770196（费先生）
淮安市首信拍卖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2017 年 9 月 13 日

注销公告

淮安市鼎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7 年 9 月 13 日

牵缘婚恋

股权转让
未
婚
男
未
婚
女
离
异
男
离
异
女

A1289 公司中层 30 岁 179 硕士
A1291 业务经理 27 岁 171 本科
A1293 公务员 28 岁 173 本科

A1290 销售主管 25 岁 172 大专
A1292 工程师 33 岁 169 本科
A1294 事业单位 30 岁 171 本科

B2178 专业老师 28 岁 167 大专
B2180 人事经理 30 岁 164 大专
B2182 中学老师 26 岁 165 本科

B2179 钢琴老师 30 岁 158 大专
B2181 公司会计 28 岁 165 本科
B2183 市值医院 27 岁 160 本科

C3304 事业单位 49 岁 170 本科
C3306 大型企业 31 岁 170 高中
C3308 自开公司 38 岁 173 大专

C3305 交通系统 36 岁 171 大专
C3307 企业职员 48 岁 170 大专
C3309 事业单位 34 岁 178 本科

D4209 个体老板 38 岁 163 中专
D4211 事业单位 39 岁 160 大专
D4213 中学老师 32 岁 161 硕士

D4210 大学老师 29 岁 160 本科
D4212 公司经理 36 岁 160 大专
D4214 个体服装 48 岁 161 高中

地址：健康新村 23 幢 105 室 电话：83393287 15061239112 QQ954962407

郑重声明
尊敬的广大读者：
本报郑重声明， 淮安日报社未与社会上任何人或
公司签署代理广告合同，一切以“淮安日报”名义进行
的网络代理发布均为非法，如有网络汇款要求均为欺
诈行为。 淮安日报社官方网站为“淮安新闻网（www.
hynews.net）”。 特此提醒广大读者认准以下刊登方式：
一、登门刊登：（1）清江浦区明远路 1 号淮安日报
社 608 室；（2）淮安市政务服务中心 F 区日报窗口。
二、电话刊登：0517-89880056、89880118
三、QQ 刊登：2920319624、微信刊登：13770482622

本刊声明： 1.本报按《广告法》的要求对所有刊登信息的手续都严格进行审查，仍不敢保证每条信息的真实性，如不确定，建议事先咨询律师或
相关部门,凡所产生的一切纠纷均自行负责。 2.凡是使用我们的服务（包括提交信息和使用信息等），即为自动接受以上各项要求。（注：请勿相信征婚栏
目中任何一方的借款汇款要求，建议当面查清对方证件后再进行交往。 本广告不作为任何法律依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