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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黑批发市场大火
部分中国商户损失惨重

蒙西煤制天然气外输管道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以及变更环境影响评价已分别
于 2017年 3月和 2018年 9月通过环评批
复，随着项目的推进和设计的深入，该项
目容城至文安干线段及天津 LNG 联络
线段工程的管径、工艺站场位置和输气
管道走向等建设内容发生了部分变更，
根据环办[2015]52号文确定该项目发生
了重大变更，现将蒙西煤制天然气外输
管道项目一期工程容城至文安干线段及
天津 LNG 联络线段工程的有关信息向
公众公告如下：

一、建设项目概况

蒙西管线一期工程的容城分输站至
文安分输站干线段由于穿越雄安新区，

路由整体往北调整约 10km，调整后的路
由经定兴、高碑店、固安以及霸州，在霸
州与原路由汇合，原容城分输站由容城
县调整至定兴县，改为定兴分输站，原文
安分输站由文安县调整至霸州市，改为
霸 州 分 输 站 ，调 整 后 的 线 路 长 度 为
89.3km，设置 4 座监控阀室；另外，天津
LNG 联 络 线 TJ4#- TJ5# 阀 室 之 间 约
23.9km 的 管 线 管 径 由 914mm 增 加 为
1016mm，同时路由微调，其中约 7km 位
于天津滨海新区，其余位于河北黄骅
市。以上管道管径 1016mm，输气压力
10MPa。工程计划于 2019 年开工，2020
年底建成。

二、建设单位的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中海油华北天然气管道
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旷世国
际A座1904

联 系 人 ：任 先 生 邮 箱 ：
renag@cnooc.com.cn 电 话 ： 022-
25806722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中海石油环保服务（天津）有限公司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

文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方式
公众可登陆津滨网下载环境影响

报告书，网址为 www.tjbh.com。公众也
可向建设单位或者评价单位索取纸质

报告书。

五、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公 众 可 登 陆 津 滨 网 下 载 公 众 意
见表。

六、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电子邮件、邮寄、传真等
方式与建设单位联系，提交公众意见表。

七、征求意见起止时间

2019 年 4 月 8 日起，不少于 10 个工
作日。

特此公告。

中海油华北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

蒙西煤制天然气外输管道项目
一期工程容城至文安干线段及天津LNG联络线段工程变更

环境影响报告书第二次公示

遗失声明
天津万顺利达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遗

失道路运输证 1 本，经营许可证号：疆
120128300208。车牌号为：津 CA5799，特
此声明。

遗失声明
天津市滨海新区泰丰二十七度游泳

俱乐部，遗失法人章（姓名：杨超）一枚，特
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连柱（身份证号 1201071964****

0017），遗失（C）海阔苑 306 栋 104 室选房
确认单，特此声明。

特朗普：我俩关系“非常好”

特朗普说，他同意金正恩关于他们之

间仍保持良好个人关系的表述，并称用

“非常好”来描述他们的个人关系或许更

为准确。

特朗普还表示，朝鲜在金正恩的领导

下具备实现经济增长和国家富裕的巨大

潜力，“期待在不远的将来，实现无核化并

且被解除制裁的朝鲜将成为世界上最成

功的国家之一”。

金正恩 12 日在朝鲜第 14 届最高人

民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发表施政演说时表

示，他和特朗普的个人关系不像两国关

系那样是敌对关系。金正恩还表示，尽

管朝鲜重视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但

对美国执着于己方条件、只想单方面把

自己的要求强加于他人的美式对话方法

不感兴趣。

金正恩称，他与特朗普的关系仍然不

错。“正如特朗普总统多次提到的那样，我

与特朗普总统的私人情谊不像两国关系

那样糟糕，我们仍保持很好的关系，任何

时候都可以通信”

特朗普 11 日在白宫会见韩国总统

文在寅时表示，可以考虑第三次美朝领

导人会晤。他同时强调，尽管美国当下

不会考虑继续追加制裁，但也不考虑放

松对朝制裁。

金正恩：愿意跟美谈

朝中社13日报道，金正恩12日出席

朝鲜第十四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

期间说，如果美国“以正确的态度、正确的

策略”提议朝美领导人第三次会晤，“我方

愿意再见一次”。

不过，一些分析师注意到美方立场较

为强硬。朝方先前希望美方“一步步”放

松对朝制裁，但美方要求朝方全面弃核后

再谈取消制裁。特朗普11日说，现阶段

不会取消对朝制裁，也不考虑追加制裁。

“（美朝达成）各种小交易，这有可能。事

情可能发生。我们可以一步步敲定小交

易，”他说，“但现在我们谈的是大交易。

所谓大交易，是指全面弃核。”

金正恩 12 日作出回应：“只有当一

份协议符合朝美两国利益，公正、双方

都能接受，我才会毫不犹豫地签署。这

完全取决于美国接下来采取何种态度

和策略。”

一些分析师解读，这意味着朝方再次

拒绝美方所要求的“大交易”，仍然寻求美

方逐步放松制裁。

金正恩12日谈及今年2月底与特朗

普在越南河内的第二次会晤，表示“强烈

怀疑”美方是否有诚意改善朝美关系。

“美国来到谈判地点，只关注那些行

不通的方法，”金正恩说，“他们没有准备

好坐下来面对面谈话，以便解决问题。他

们的指导方针和方法都不明智。”

金正恩说，朝方希望美方“年底前”改

变态度和策略，“我们认为重要的是经由

对话和谈判解决问题”。他强调不喜欢美

方先前的谈判方式，“我们不欢迎、不希望

再上演一次河内峰会”。 据新华社

▲ 2月28日，在越南首都河内，美
国总统特朗普（前右）与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前左）举行会谈 新华社发

特朗普再提会晤 金正恩：看你表现

“金特会”再来一轮？
去年6月，美朝领导人在新加

坡首次会晤并签署联合声明，但

随后由于在无核化概念、方式及

步骤上显露分歧，朝美对话一度

停滞。今年2月底，第二次美朝领

导人会晤在越南河内举行，因在

解除对朝制裁和无核化措施方面

存在分歧，会晤比原计划提前结

束，双方未能签署共同文件。

■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12日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前一天提及希望实

现美朝领导人第三次会晤作出回应：如果美国方面年底前摆正态度、修正策略，他愿

意会晤特朗普。

■ 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其社交媒体上表示，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

个人关系“非常好”，并表示美朝了解彼此立场对举行第三次领导人会晤有益。

背景资料

波黑格拉达查茨市亚利桑那商贸批发市

场14日凌晨发生大火，市场内有些中国商户

损失严重，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消息。

格拉达查茨市隶属图兹拉州，距离波黑

首都萨拉热窝170公里。图兹拉州内务部向

当地媒体证实，火灾发生于凌晨，截至记者发

稿时，大火已基本被扑灭。火灾原因还在调

查中。中国驻波黑大使馆领事官员张存良告

诉记者，使馆在接到火灾消息后第一时间召

开紧急会议，并已派员赶往格拉达查茨市了

解情况。 据新华社

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13日下

令，民兵扩员近百万人，截至 2019 年底增至

300万。另外，马杜罗说，他将推动立法，让民

兵成为委内瑞拉武装部队正式成员。

马杜罗鼓励民兵肩负武装使命的同时投

身农业生产，协助应对食品短缺状况。“大家肩

上扛枪，做好捍卫祖国的准备，还要犁地播种，

为社区和民众生产粮食。”

路透社报道，虽然反对派领导人胡安·瓜

伊多宣称将予以投靠他的军方成员“特赦”，军

方高层依然效忠马杜罗。 据新华社

委内瑞拉

总统下令民兵扩员百万

“悬疑+”模式拓展题材范围
剧本为王实力戏骨加盟
都市情感、家庭生活、言情偶像剧

的主力观众群多为女性，而悬疑题材作

品因其硬核风格，和对故事逻辑、架构

缜密性要求较高，不仅产量较少，其以

男性为主力受众的观众群也较难被“取

悦”。不过，今年首季播出的诸多悬疑

剧中，“悬疑+”的“1+1 大于 2”的模式也

逐渐凸显其创作优势。比如目前口碑

较高的《冷案》和《心冤》都选择了女性

作为第一视角，平衡了悬疑剧中阳盛阴

衰的固有模式，也让这两部剧获得了不

少女性拥趸。《大宋北斗司》将悬疑与古

代天文知识相结合，《天网行动》则将目

光对准影视作品中往往不太会涉及到

的交通警察。

尽管悬疑剧没有香车美女与“霸道

总裁”进行视觉轰炸，也没有古装剧中

富丽堂皇的置景服化道，但快节奏的情

节推进，强反转的高能剧情，以及实力

派演员的加盟都为近期悬疑剧的高口

碑背书。如《心冤》就由惠英红、谢君豪

等老戏骨领衔主演，《天下无诈》则是王

茜、郭晓东等中生代演员搭载一众青年

演员加盟，而《冷案》《大宋北斗司》则放

手让新人挑大梁，而李成儒、王庆祥、程

煜等实力戏骨保驾护航。同时，悬疑剧

在篇幅上也较为短小精悍，对比国剧动

辄六七十集的超长篇幅，20 集到 40 集

左右的长度更加适合观众的审美需求。

社会派推理接地气
现实主义强势回归

近期市场上悬疑剧数量的猛增不

仅来自其故事外延的扩大，也得益于这

类作品更加侧重于今日生活，或与当下

观众产生情感、认知共鸣，而社会派推

理 的 创 作 方 法 也 让 悬 疑 剧 更 加 接 地

气。比如此前热播的《天下无诈》就是

我国首部聚焦电信诈骗的电视剧，剧中

涉及了包括移动伪基站在内的超过 48

种主要电诈类型，堪称最全“防电诈指

南”，而剧中公安干警的口头禅“不听不

信不转账”更是深入人心，具有极强的

公益普法宣传效果。年代题材的《国宝

奇旅》则是国剧中第一次将目光聚焦故

宫文物被迫南迁的故事，剧中除了有一

代代爱国者的护宝壮举，剧集中涉猎的

文物打包、运输、清点、鉴定、修复的相

关细节，都与近些年逐渐走热的文博文

化形成共振，大热纪录片《我在故宫修

文物》中的修复大师还向剧中主创专门

培训过处理文物的知识。这类悬疑题

材作品获得观众认可的背后，无不展现

了剧集紧贴生活、扎根现实的创作态度

和手法，也是继去年“现实主义回归年”

后，国剧迭代的进一步升级。

时报记者 王晶

东野出手亲自操刀

在东野圭吾的诸多代表作中，“加贺

恭一郎”系列自问世以来就拥有绝佳的

口碑，并斩获第48届吉川英治文学奖。

该系列由东野圭吾历时几十年完

成，以警察加贺恭一郎为主人公串起众

多推理故事，出版后一直被列为东野圭

吾推介书单中的必选作品。此前，这一

系列中的多部作品已先后被搬上大银

幕，而本次上映的《祈祷落幕时》则是该

系列的收官之作。

与其它作品不同，此次电影版由东

野圭吾亲自操刀改编，在忠于原著悬疑

烧脑的同时，采用了多线叙事的方式将

案件错综线索交织呈现，影片前半段正

向推进，后半段逆向解构，小到人性大

到社会心理学均进行了深刻的探讨。

这样反传统的叙事模式，加上凶杀、验

尸、推理等大量写实镜头的保留，在此

前并不多见。

演技派合体“终极一战”

作为《祈祷落幕时》的主演，阿部宽

和松岛菜菜子都是国内观众非常熟悉的

日本演员，他们的表演也得到了观众的

广泛认可。此次，是二人演艺生涯的首

次携手。

《祈祷落幕时》是非常典型的日本社

会派推理，主要讲述了阿部宽饰演的“神

探”加贺恭一郎在追查一起连环凶杀案

时，将矛头指向了松岛菜菜子扮演的著

名编导浅居博美，却在追捕办案中发现

自己掌握的线索出现连环反转，甚至牵

扯到自己的身世和三十年前的一桩往

事。整部电影的剧情扑朔迷离，临到结

局才将各个线索汇聚到了一起。与观众

熟悉的悬疑推理类作品不同，《祈祷落幕

时》并没有刻意制造悬疑气氛，而是通过

角色追查真相的过程，揭开悬疑背后隐

藏的家庭悲剧，达到引人深思的效果。

时报记者 王淞

三连胜，零失球，按照施蒂利克老师的考

试要求，泰达的德比战答卷不及格。当然也绝

对没交白卷，不仅1∶1战平天海没输球，且“卷

面整洁”净占优——射门 14∶7，控球率 63%：

37%，角球6∶1，传中27∶5……

德比战是泰达队推出“阿森纳组合”后的

第三场，和此前两场枪炮齐飞进球如麻不同，

泰达进攻难再肆意挥洒美如画。原因显然来

自于德比对手给泰达出了新题目，即面对收缩

防守怎么办？如果说前面的对手富力抑或一

方，都颇有自信敢与泰达争高下，不向互砍让

寸分，那么赛季开局诸事不利的天海则对“阿

森纳”之猛做足功课。高筑墙快回防，钢盔盾

牌全备上，施蒂利克管这个叫深度防守战术，

并夸奖天海队“在自己的半场纪律性保持得很

好”。如果不是权敬源“神助攻”，天海有可能

让泰达零失球不成又饶上零进球。

新考题要求泰达进攻再升级，进步了还要

再进步，对球队的成长是好事，就像学生想考

得更好就要更认真地复习做题好好学习。德

比战的进攻能量被抑制，施蒂利克已有清晰分

析，“如何破密集防守，必须通过两肋之间狭小

的距离精准地传球，所以破密集防守不是个战

术问题，而是个技术问题。”这相当于给队员们

留了作业，老师可以给你们讲课，考试则要你

们切实提高能力，不能单凭即兴发挥蒙答案。

除了这种基础性的要求，泰达队也要注意脚

踏实地，现在的泰达队，整体足球在防守上体

现得不错，进攻上还主要是靠“阿森纳”的发

挥。要中后场给他们更大的支援，有赖于球

员把脚下活练得更精细，也需要等待惠家康、

买提江等球员尽快拿出更好的状态，同时，瓦

格纳自己也得想想办法，不能每一场都战术价

值充分体现，却又每场都来它两次有饼不吃错

失良机。 时报记者 陈彤

德比战，泰达遇上新考题

第一季度悬疑题材获高口碑

“悬疑+”模式迎合现实主义回归
近两年国剧中的悬疑题材作品尽管产量不高，但佳作频出，从走出国门的《白夜追

凶》，写实派推理经典《无证之罪》到融合谍战与密室推理于一体的《和平饭店》等，悬疑
剧无论在人设、剧情结构还是气质风格上，其在创新上的探索都获得了观众的认可，时
尚表现抢眼。2019年首季度开播的电视剧中，《冷案》《心冤》《国宝奇旅》《天下无诈》
《天网行动》《大宋北斗司》等一系列高品质悬疑剧密集开播，尽管类型中包含了古代、年
代与当代，但统一的现实主义创作也让这类剧集与观众产生了较强的情感共鸣。

被誉“巅峰之作”

《祈祷落幕时》有何不一样？
作为日本知名的畅销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在我国也同样有着极高的人气，不仅是小说，基于其作品的影视化改编每

每也都会成为网友关注的热点。近日，根据东野同名原著改编的影片《祈祷落幕时》登陆内地院线，该片由阿部宽、松岛菜菜子、沟
端淳平、田中丽奈等多位国内观众熟悉的实力派演员主演，在日本上映时曾蝉联三周票房冠军，更被当地媒体和观众评价为“东野

圭吾推理宇宙的巅峰之作”。多年来，东野圭吾作品的影视化改编不在少数，《祈祷落幕时》为何能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呢？

4月13日，“2019天津马协杯”马术公开
赛暨U-14青少年精英积分赛火热开赛，来自
天津市各俱乐部的73组人马组合角逐赛场，
比赛将分为两天举行。 时报记者 宋鑫鑫

时报记者时报记者 贾成龙贾成龙 摄摄

《《祈祷落幕时祈祷落幕时》》登陆内地院线登陆内地院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