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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天津滨海新区韦哈酒吧，遗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副本，编号JY21200160192568,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天津市联惠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注册号：120116000123453，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四

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

务事宜。特此公告! (联系人:任先生，

联系电话：15302126180)

遗失声明
王 暑 华 （ 身 份 证 号

43250119780601002X），遗失湖南师范

大 学 本 科 毕 业 证 书 原 件（ 编 号

10542520010500998）和专科毕业证书

原件（编号321959），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
天津恒驰海水淡化工程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20116MA05LK6B9B ），经股东会决

定，注册资金由贰仟万元人民币减至贰佰

万元人民币,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45日内向我公司申请债权，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张锡兰（身份证号1201071963****0010），遗

失海泽苑213栋505室选房确认单，特此声明。

环评公示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

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

环境部令第 4 号），凯莱英生命科学技术

（天津）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凯莱英生命

科学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创新药一站式服

务平台扩建项目”正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信息公示，公众可登录

http://www.asymchem.com/cn/

news_dt.aspx?CID=155&ID=2915

查询详细信息，了解项目建设内容及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情况，并提出相关意见

或建议。

拍卖公告
接受委托，我公司将于2019年3月28

日上午10:00对天津市汇丰工贸有限公司

房屋建筑和其占用的土地使用权以及机器

设备和存货进行公开拍卖。

标的一：建筑物市场价值及土地剩余

租赁使用权价值，底价为1066万元；

标的二：机器设备和存货的评估价值，

底价为589028元。

展示时间：2019年3月26日、27日于标

的物现场（上午10点至下午16点）；

咨询、登记交纳保证金时间：2019年3

月27日— 日下午16点止；

登记、拍卖地点: 蔡公庄镇政府

咨询电话：81329855、13820601088

特别提示：竞买人须在2019年3月27

日 16 点前将竞买保证金汇入天津市海川

拍卖有限公司指定账户内。

天津市海川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 3 月20日

动辄签“责任状”变相向基层推卸责任

警惕部分地方滥用“一票否决”
■ 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

《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
减负的通知》，决定将2019年作为基
层减负年，其中提出严格控制“一票
否决”事项，不能动辄签“责任状”，变
相向地方和基层推卸责任。

■“一票否决”作为干部考核制度，突出
政府在特定时期的重点工作，在实践中起到了
不少积极作用。此次基层减负为何严控“一票
否决”？“新华视点”记者日前在安徽、江苏等地
采访了解到，有些地方滥用“一票否决”，设置
数量众多的指标，让基层干部不堪重负。

应探索多种激励手段和考核制度，切实做到考核重日常、考评看民意、

考用比实绩，在基层减负年真正给基层干部减负。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勇

近年来，“一票否决”在基层出现滥用

现象：除了中央明确实行的人口和计划生

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环境保护和节能

减排、安全生产和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风

险、党风廉政建设等项目外，不少地方还

加入了教育科研、物价涨幅、城镇建设、税

费征收、招商引资等诸多事项，几乎涵盖

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江苏北部某县一名基层干部告诉记

者，最多的时候他们“头顶”17项“一票否

决”事项。在安徽中部某市，一区政府将

“治理住宅区油烟”纳入“一票否决”项目；

在一些地方，报刊征订、档案管理等工作

也要接受“一票否决”。江苏北部某县一

乡镇干部告诉记者，当地信访和城建工作

都纳入了“一票否决”，去年镇上有一户因

合同纠纷去省里上访，“结果既当作信访

问题，又作为城建问题，年底考核背了两

项‘一票否决’，一年白干。”

还有不少变形的“一票否决”考核压

在基层干部身上。安徽一乡镇党委书记

称，去年一年，他至少签了 20 份责任状，

“多到自己都记不清”，不少责任状都明确

表明与升迁、评奖评优等挂钩，实际上是

“一票否决”的延伸。还有干部介绍，类似的

还有全员目标责任书、军令状、保证书等。

还有一些地方规定，“一票否决”不得直接

出现，应根据领导批示、大会发言圈定当年

考核事项。但一些受访干部告诉记者，“完

不成全员扣奖金”“不达标全部下岗”等，是

一些地方领导大会小会的口头禅。

记者采访发现，一些“一票否决”的

考核设置，罔顾工作实际，多年一成不

变。一位基层计生干部表示，在放开单

独二孩的今天，“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

在很多地方依旧沿用老的考核体系。

如在育龄妇女自愿上环、结扎等新规定

下，仍将上环率、结扎率作为考核项，引

起群众不满。

还有地方无视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差异，“一刀切”地设置“一票否决”

项目。

记者采访发现，有偏远山区贫困县

实行招商引资“一票否决”，要求全员外

出拉项目。当地一干部说：“这不是丢

了脱贫攻坚的主业吗？”

“一票否决”的滥用在实际工作中

造成了不少形式主义问题。一名村干

部告诉记者，为了迎接村容村貌的年终

考核，他们连夜上街“地毯式”捡垃圾，

一些地方在接受评估检查时甚至弄虚

作假、蒙混过关。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一

票否决”滥用的原因，是上级部门不愿动

脑筋思考更符合实际的考核方式，推卸责

任，转移压力风险。南华大学经济管理与

法学学院副教授欧阳爱辉说，“一票否决”

层层加码的根源，在于一些地方依法行政

思想未能真正全面贯彻，科学的基层政绩

评价体系和指标没能有效构建，加上个别

部门存在急功近利追求政绩的心态。

今年1月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基层整合审

批服务执法力量的实施意见》，提出除

中央和省级党委明确要求的外，各部门

不得以任何形式对乡镇和街道设置“一

票否决”事项。

今年以来，多地积极为基层减负。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已有超过7个省市出

台文件，清理“一票否决”事项。安徽、四

川等省份明确提出，凡是中央未规定或

未经省委、省政府批准的“一票否决”事

项一律取消；杭州、武汉等地市明确，严

禁擅自对乡镇设置“一票否决”事项。

竹立家认为，当务之急是做好“一

票否决”的持续规范清理，强化“一票否

决”在政绩考核中应有的震慑威力和激

励效果，并建立起退出机制，当“一票否

决”并未推动实际工作开展时，需对这

一措施的实施效果作出合理评估，对于

一些不合时宜的“一票否决”事项及时

予以清理。 据新华社

声
音

探因 “一票否决”为何在基层被滥用

观点 以更科学的考核为基层干部减负

乱象
“一票否决”在基层被滥用

荷兰警方18日逮捕乌得勒支市电车枪击

事件的三名嫌疑人，包括土耳其裔枪手格克

曼·塔尼什。暂时没有迹象显示这起事件关联

三天前发生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的恐怖

袭击，执法部门仍在调查电车枪手是否有“恐

怖主义动机”。荷兰首相马克·吕特说，“不能

排除”其他动机，包括家庭纠纷。

当地时间18日10时45分左右，乌得勒支

西部10月24日广场附近，一名男子登上一辆

开往中央火车站的有轨电车，开枪行凶，随后

劫持一辆小汽车逃跑。乌得勒支市长扬·范扎

嫩当天晚些时候通报，枪击致3人死亡、5人受

伤，其中3人伤势危重。 据新华社

荷兰

调查电车枪手“恐袭动机”

》》》

》》》

》》》

时报讯（记者 王晶）昨晚，美国爵士乐大

师温顿·马萨利斯带领的林肯中心爵士乐团在

天津大剧院带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音乐会，作

为美国爵士乐文艺复兴的引领者，马萨利斯不

仅在表演上近乎完美，以爵士乐的角度看待世

界，同样有他独到的见解。昨天下午，本报记

者对话马萨利斯。

马萨利斯家族有美国爵士乐“第一家庭”

之称，从小在家庭的熏陶渐染下成长，马萨利

斯表示，自己的爵士乐因子早已融入呼吸、血

液、灵魂中，在他看来，爵士乐的三要素首先是

即兴、摇摆与蓝调，很多人认为蓝调自带忧郁

气质，但马萨利斯却认为，蓝调是苦中作乐，品

尝了生活的苦楚后感受到的一些“苦甜”，反而

是一种乐观的表现。尽管20岁出头的时候已

经成名，并获得了格莱美、普利策音乐奖等诸

多大奖，但马萨利斯却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奖

杯集邮者”，他说：“奖项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大

不了的事儿，相比之下粉丝让我在唱片上签名

会让我更开心。”

马萨利斯已经多次来华演出，随着爵士乐

在中国的推广，他发现很多中国观众是扶老携

幼、三代人一起来听爵士乐的，这让他感到非

常开心。而越深入接触中国文化，马萨利斯就

越发找到了爵士乐与中国的奇妙共鸣。“我看

了一本介绍唐诗的书籍，中国古代诗人们的表

达中，有的人喜欢自夸酒量好、口才好，有的喜

欢吐槽、夸夸其谈，那感觉像极了我们的‘说

唱’。爵士乐中的摇摆很像中国人说的‘阴阳

图’，中间是一道波浪，隔开了两边，看似虚空，

其实包罗万象，这和爵士乐的精神如出一辙，

中国文化有我十辈子都无法理解的深邃。”今

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授予了聚焦种族歧视话题

的《绿皮书》，巧合的是，马萨利斯也是影片原

型唐·雪莉家族的好朋友，音乐家直言：“电影

抽走了很多现实中的苦，音乐也不够好，据我

了解，唐的家人也并不喜欢这部电影。”

要狠抓年轻队员和替补队员

3月9日，天津女排与北京队的2018-

2019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总决赛第三

场比赛打完，联赛大幕落下的转天，天津

女排的队员们进行了一项有关身体各项

机能的测试，3 月 11 日召开了联赛总结

会。“当时体育局领导和排管中心的领导

都在，大家进行了认真总结，接着队里就给

队员们放假了。一个赛季打下来，大家的

身体也确实比较疲惫，需要好好休息一

下。”天津女排主帅陈友泉昨日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这一周我们就是进行恢复性训

练，体能和伤病问题要解决一下，下周开始

全力备战亚俱杯，运动量要上去。现在，姚

迪、李盈莹和王媛媛等国手去国家队了，剩

余的年轻队员有了更多的机会进行锻炼，

副攻位置的李雅楠，以及自由人和接应位

置的球员都是训练重点。”

同时，陈指导也表示：“我们通过对联

赛的总结发现，我们的替补球员与主力球

员存在一定的实力差距，拿联赛来说，替

补队员换上去之后，对球队整体实力有影

响，所以说，替补队员的训练也是球队下

一步要抓的重点。”

王宁在恢复 于鋆炜无缘杯赛

昨日记者在复康路排球馆采访时看到，

因伤缺席本赛季的副攻大将王宁已经归

队。她的肩伤恢复得比较理想，但要达到比

赛状态，还需要一些时间，王宁说：“我现在

还是以下肢练习为主，上肢力量差一些，不

太能扣球。”当然，如果恢复得好，不排除她

进入天津队亚俱杯出场阵容的可能性。另

一名在联赛中受伤的接应于鋆炜也在进行

康复，不过由于她右手小拇指指骨骨裂，需

要比较长的时间进行恢复，所以她已经确定

无缘本届亚俱杯了。

“亚俱杯在天津举办非常难得，我们作

为东道主肯定会全力把细节做好，去年和

前年的亚俱杯都是国外的球队取得好成

绩，这次我们要全力以赴取得好成绩。”陈

友泉说，针对亚俱杯的几个主要对手，天津

女排早已展开了情报搜集工作，“我们在

网上搜集了一些资料，看了泰国联赛的比

赛，还通过松田教练了解了日本久光制药

女排的一些情况。至于哈萨克斯坦的球

队，2016年咱们跟她们交过手，录像资料

都有，咱们备战的时候会把资料都用上，好

好准备。” 时报记者 宋鑫鑫

奖项催生影响力

相比《惊奇队长》的进口商业大片的

高调，最近一段时间文艺片在内地电影

市场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上周末，《过

春天》《阳台上》和《比悲伤更悲伤的故

事》联袂开映，后者甚至拿下了周末票房

榜的冠军。本周，王小帅的《地久天长》

和奥斯卡获奖影片《波西米亚狂想曲》也

将与观众见面。再往前数，月初上映的

《绿皮书》票房至今已突破4亿大关。而

截至目前，娄烨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万玛才旦的《撞死了一只羊》，以及获得

本届香港金像奖 10 项提名的《逆流大

叔》也纷纷宣布了 4 月的上映档期。不

经意间，文艺片在内地市场迎来了罕有

的爆发。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成了文艺片市场

的崛起呢？显然，电影节和奖项的加持是

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过去几年，类似的

情况也曾间或出现，譬如奥斯卡得主《贫

民窟的百万富翁》《国王的演讲》《艺术家》

和《水形物语》，借助金像奖影响力的《失

孤》《一念无明》《脱皮爸爸》，以及闪耀金

马奖的《不成问题的问题》《老兽》《地球最

后的夜晚》等。总体来看，近年来，随着片

商市场敏感度的提升，获奖影片的引入速

度明显加快，于是，紧随颁奖季到来的春

天就成了获奖（提名）影片扎堆亮相的最

好档期。

观众需求多样化

回溯过往，2016 年完全可以被视为

中国内地文艺片市场的转折点。当年春

天，制片人方励的一跪不仅为《百鸟朝凤》

带来了可观的票房收入，也让片商和院线

第一次认识到了内地观众对于文艺片的

接纳度。同样是在这段时间，“FIRST系”

导演也开始异军突起，《心迷宫》《中邪》

《八月》《暴裂无声》等片走向前台，让偏居

一隅的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一下子成

为了中国内地文艺片的“圣地”。而到了

去年，同样出身“FIRST系”的文牧野更是

凭借《我不是药神》打了一场大胜仗。同

时，奥斯卡之外的进口片也开始涉足文

艺片市场，以日本导演是枝裕和为代表

的大批文艺片导演在内地声名鹊起。一

切迹象都表明，文艺片在内地市场已经

生根开花。

不能否认，倒退几年，内地观众对于

“买票看电影”的定位还仅限于商业视效

大片，但最近几年，随着文化建设的推进，

观众的需求开始逐渐多样化，对演员、导

演的认知也从简单的“流量”向“演技”转

变。正因此，他们的关注点慢慢投向了那

些非视效大片身上，这无疑也推动了内地

文艺片市场的成熟和发展。

时报记者 王淞

天津女排进入“亚俱杯时间”

未来一个多月扎堆上映

文艺片的春天来了吗？
有种说法，春天是电影市场的淡季，很难产出高票房的商业电影，但有些事就怕换位思考，商业片的低潮并不意味

着整个市场的低迷，拿今年来说，文艺片就在这个春天迎来了难得的爆发，从2月下旬至今，已有多部文艺电影收获了
不错的口碑和市场反馈，而截至“五一”前的未来一个多月时间里，还将有不少文艺片先后上映。以往，这样的情形并
不多见，那么文艺片真的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吗？

温顿·马萨利斯
以爵士乐的角度看世界

2018-2019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结束后，天津女排教练组给队员们放了几
天假，让她们休息、调整身体。目前，天津女排的队员们已经结束短暂的假期,在复
康路排球馆重新集结开练，为4月27日至5月5日在天津举行的2019年女排亚俱
杯做准备。天津女排进入了“亚俱杯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