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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李 玉 合（身 份 证 号 ：37242719……

1813）,遗失道路运输资格证一本，资格证号：

1201070020110105566，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坐落于天津市塘沽区安阳里20栋3门

503号的房屋，由邢洁明持有的塘沽区教育

局集资建房协议书(塘教房字第 379 号)遗

失，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天津开发区骏捷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注

册号：1201910000020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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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女士，联系电话：13820893972)

减资公告
天津市滨海商贸大世界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722982659L）经股

东会决议将注册资本人民币6000万元减至

人民币5400万元，请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到驻地办理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天津市滨海商贸大世界有限公司
2019年09月04日

6日，新区又一大夜市——新区贻成福地

广场星光云海夜市开街。夜市以星光云海为

主题，璀璨灯光点亮城市夜空，珍馐美食搅动

味蕾，潮流服饰、文创小百，为市民提供了一个

大众休闲的夜间消费打卡地，丰富多彩的文娱

演出将为新区“夜生活”增添新活力。

据了解，贻成福地广场星光云海夜市位于

福州道贻成福地广场居然之家西侧，以贻成福

地广场商业综合体为依托，全长135米，在现

有临街商家基础上，增设户外特色小吃摊位

20个、时尚小百摊位40个、游戏娱乐摊位4个，

每晚18:00开市，24：00闭市。户外夜间消费体

验活动将持续至10月中旬，转年5月份延续。

文/记者 赵贤钰 图/记者 何沛霖

时报讯（记者 赵贤钰）在当前文

化和旅游消费高涨、文化旅游产品竞

争加剧的大背景下，人民对诗和远方

的向往与期待前所未有，文化和旅游

融合发展面临着新的重大机遇与挑

战。在上周末举行的2019中国旅游产

业博览会的“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论

坛”上，国内外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研

讨。他们普遍认为，文化是旅游的灵

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未来文化和旅

游融合的深度、广度亟待拓展。而据

记者了解，滨海新区各旅游景区充分

结合自身特点，力促文旅产业融合发

展，收获了不少“红利”。

据悉，目前在新区充分以特色文

化点位为依托，为旅游市场带来新活

力。如被誉为“中国最美图书馆”的滨

海新区图书馆、国家海洋博物馆的建

成开放，为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带来了

丰富的文化体验。据统计，国家海洋

博物馆在 3 个月的营业期间，已接待

国内外游客近百万人次，而滨海新区

图书馆也成为了不少游客来新区的必

去点位。

记者了解到，新区文旅主管部门、

文旅企业也正持续努力找准文化旅游

的“最大公约数”，宜融则融，能融尽

融，以文促旅，以旅彰文。

比如天津东疆湾景区目前正通过

与成功运营了陕西历史博物馆、碑林

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的专业文化机

构，更深入、更系统地挖掘和整理景区

的文化元素，全力打造渔舟唱晚、海誓

天盟、疆湾晓日等有文化内涵的景点，

延长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滞留时间，

拉长旅游产业链条。“我们已经和东疆

湾景区签署了战略协议，将运营天津

东疆湾文创产品、网红景点开发工

作。天津旅游文化资源十分丰富，漕

运文化、滨海文化、饮食文化等都别具

特色，有特色的文化符号更适合打造

网红IP，天津具有网红城市的特质。”

陕西华夏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文化运营

事业中心项目总监李昂表示。

而在拥有众多旅游景区的中新天

津生态城，这里也正充分结合各景区

特点，力促文旅产业融合发展。“面对

日趋火热的旅游市场，如何避免游客

发出‘到哪都一样’的感叹？特色文化

体验是关键。生态城中聚集了众多独

具特色的景区，比如国内数一数二的

军事主题公园——泰达航母主题公

园，拥有全球最高妈祖像的妈祖文化

园等。我们将从‘专精新特’上下功

夫，充分结合文化属性，打造出一批体

验性、互动性、情景性强的文化活动。”

生态城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

十一月，我们还将联合华为云峰会，在

国家海洋博物馆举行生态城整体文化

旅游IP发布活动，包括logo、slogan、吉

祥物、VI系统等。”

“未来我们也将进一步挖掘新区

海洋文化、工业文化等特色文化，不断

延伸和增强文旅产业链，推进文旅产

业深度融合。”新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时报讯（记者 赵贤钰）记者从7日举行的

“2019中国旅游产业博览会——旅游装备创新发

展论坛”上获悉，滨海新区依托雄厚的装备制造产

业基础，在发展旅游装备制造行业领域持续发力。

据悉，目前，中国进口房车 70%都是在天

津港先销售后完税，并且在整车的基础上，可

以向组装、研发等产业方向上发展。从大飞

机、直升机到无人机、特种飞行器等研发、制

造，滨海新区一直遥遥领先，到2020年将发展

成为国内重要的民用飞机和零部件制造业基

地。同时新区沿海各种游艇俱乐部、邮轮和游

艇码头都在建设并将陆续投入使用，邮轮产业

得到很好的发展。如由博瑞特旅游观光火车

公司设计、制造的内燃、电力环保观光火车，已

有很大规模，市场销售火爆。

“未来新区将持续鼓励发展邮轮游艇、旅

游房车、景区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等旅游装备

制造业，大力培育具有自主品牌的休闲、露营

等各类户外用品，支持国内有条件的企业兼并

收购国外先进旅游装备制造企业或开展合资

合作，鼓励企业开展旅游装备自主创新研发，

力促旅游装备制造业进一步发展。”滨海新区

文化和旅游局党委书记、局长王会臣表示。

时报讯（记者 赵贤钰）记者从6-8日

举行的2019中国旅游产业博览会上了解

到，今年年底前，新区一批文旅新景区将

建成开业，“老”景区的新活动也将相继亮

相，满足市民、游客更多的游玩需求。

新景区年底前建成亮相

新区年底前将有哪些游玩新去处？

市民们也对此充满了期待。记者在旅博

会现场了解到，天津亿利生态公园、水处

理中心工业游等项目计划于年底前亮相。

如天津亿利生态公园，总占地面积

42 万平方米，其中一期项目包括精灵乐

园、生态廊道、四季冰雪馆等。备受关注

的精灵乐园共包含12个主题活动区，是

国内最新、最具规模的萌宠动物生态王

国，居住在这里的大熊猫等 200 余种数

千只珍惜可爱的野生动物，将与八方游

客共度美好时光。据悉，一期项目将于

年内亮相。

而在不远处的中新天津生态城生态

岛片区，由生态城水处理中心建设的水

处理中心工业游项目也计划于年内亮

相。该项目北至方特欢乐世界，南至亿

利国际生态岛。该项目一方面以水为主

线，设置相关生动课程，向公众科普水处

理知识，展示生态城海绵城市建设、水治

理、生态构建及非传统水源应用成果，汇

成一堂生态城精品“水主题公开课”；另

一方面，该项目作为南北通廊，将连接方

特欢乐世界、亿利生态公园，打造生态城

“多彩之旅”。

“老”景区新活动纷纷登场

记者了解到，为了进一步丰富文旅景

区游玩内容，近期不少新区“老”景区的新

项目纷纷亮相。

颇具人气的国家海洋博物馆仅仅开

馆3个多月累计就吸引了近百万人次前来

参观。近期这里全新推出了《无界——海

上丝绸之路的故事》文物大展，免费向公

众开放。313件套展品见证海上丝绸之路

的发展变迁，其中一级文物3件套、二级文

物36件套、三级文物130件套。观众将欣

赏到南宋沉船南海一号、龙海半洋礁1号、

明沉船南澳Ⅰ号出水瓷器、宋长干寺地宫

出土绢地“永如松竹”绣袱等珍贵文物，多

角度展示海上丝绸之路的风貌。

在泰达航母主题公园，历时半年多维

修翻新、安防布控，“基辅号”航母动力舱

室——机炉舱，从本周起正式对游客开

放。为了让游客能够获得更直观的参观

体验，航母景区利用高科技声光电的手

段，将整个舱室的工作场景进行还原，游

客可身临其境地感受当时这艘巨轮远航

时动力部的工作情况；在东疆湾景区，这

里正全力筹划打造景区十大“网红”景点，

如渔舟唱晚、海誓天盟等，这些“网红”景

点也将面向公众，逐步亮相。

此外，也有不少旅游景区近期推出了一

系列优惠活动，为新区市民带来福利。如

在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旅游专线开通

后，居民可凭滨海新区身份证件半价参观

博物馆，使更多观众享受精神文化盛宴。

新区多个新景区年底前建成开业
新区又一大夜市开街

新区抢占旅游装备制造市场 新区文旅业收获融合“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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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王淞）电影《我和我的祖国》

日前发布提档海报，宣布将于9月30日全国公

映。自首支预告曝光以来，《我和我的祖国》就

在行业内外引发广泛关注，迄今已有包括央视

新闻、人民日报等在内的逾60家中央级媒体

和主流媒体给予了报道。影片用7个历史瞬

间映射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发展历程，展

现普通人与国家休戚与共、同心同力的联系。

以人见事，让不同年龄的观众用全新的视角、

不同的方式，回顾祖国这70年峥嵘岁月，珍惜

每个普通人与祖国息息相关的共同记忆，为年

轻人搭起了解祖国历史进程的纽带。

时报讯（记者 王淞）脱胎于同名番剧，由

原班人马MTJJ木头及其工作室打造的大银幕

动画《罗小黑战记》前晚在我市举行点映。自

开启国内巡回点映以来，该片口碑直线飙升，

豆瓣开分已达到8.7分的高分。影片除了延续

番剧超强的治愈力基因，整体故事更是在承袭

番剧的基础上对人物、世界观做了一定的完善

和延展。在熙攘的人类世界中，很多妖精隐匿

其中，他们与人类相安无事地存在着，然而当

人妖和谐共存的秩序被有心者蓄意破坏时，流

浪之旅宣告启程。

脱口秀混搭现代舞
“曲线救国”培养现代舞市场

国内的现代舞演出市场起步较晚，金

星舞蹈团作为中国第一家民营现代舞蹈

团体，从1999年成立至今，刚好20年。站

在这个纪念意义十足的节点上，金星也回

顾起舞团初创时的艰辛，她也坦言，一开

始金星舞蹈团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剧团

的维持主要靠海外市场的认可，但是从

2010年开始，由于欧洲经济增速放缓，很

难再承接这种18人的大团，于是金星开

始将目光投向国内。“国内现代舞起不来

根本不怨观众，都卡在演出商这儿了，他

们非说中国人欣赏不了现代舞。为了曲

线救国，我就决定进入电视，我跟我先生

说‘一进电视我就火’，观众来看我的综

艺，接着就会看我的现代舞。”果不其然，

迅速在电视上打开局面的金星让“一城

双演”模式成功推广到全国，而通过剧场

版《金星秀》爱上现代舞的观众也是与日

俱增。

“毒舌”的边界：
尊重所有人的人格

“毒舌”恐怕是金星舞蹈家身份外最

显著的标签，无论在节目或采访中，金星

的敢言和犀利都给大众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历数金星“炮轰”过的领域，从国民

劣根性，到情感、教育、文化，可谓包罗万

象。“打击面”这么广，为什么金星仍在滔

滔不绝？采访中，金星也直言对很多人

“鸡蛋里挑骨头”早有心理准备，而“在中

国吃开口饭，我有我的底线和标准”，这

个标准就是“我尊重所有人的人格，就事

论事，对事不对人”。无论在表演领域还

是脱口秀领域都是“腕儿”，但金星表示

自己绝不会以“大咖”的态度过生活，“把

自己的频道调准确才不会累。我经常在

机场被人拍到自己拉拉杆箱，这太正常

了，把自己放下，别拿自己当回事儿。看

中国很多明星，成名之后本事没有，前呼

后拥的，生活都快不能自理了。”聊着聊

着，金星又顺便抨击了一下中国演艺圈

之怪现象。

艺术的顶端是触类旁通
不会轻易办舞蹈学校

现代舞《野花》是金星与荷兰编舞大

师阿瑟·库克兰历时4年打磨的第二部作

品，尽管很多观众想在《野花》上再次欣赏

金星的舞姿，但她也对记者笑道，“我已经

52岁了，饶了我吧”，不过金星将作为《野

花》的导览，为现场观众解说推介。同时，

金星还包办了舞剧的服装设计，在她看

来，舞蹈表演还是应该更多地回归舞者本

体，以服装和灯光辅助肢体语言，并不会

过多强调装置，这也是金星舞蹈团多年来

的美学标签。除了现代舞，金星也活跃在

话剧舞台上，甚至在田沁鑫、孟京辉等名

导成名前，就曾帮他们做过肢体的培训，

为什么一个舞蹈演员能够驾驭话剧？金

星坦言：“艺术到达一定高度，是会触类旁

通的。”而除了现代舞，金星最近也在学习

莎莎舞和探戈，在她看来，“艺术家一定要

不断反省自己，不断归零”。

随着艺术教育的普及，国内舞蹈学校

可谓遍地开花，近年来也一直有资本找到

金星，想要合作办学，但在这一点上，金星

的态度却极为审慎：“我对教师有着极高

的尊重，如果我要办学，那就一定要全身

心投入，因为误人子弟太缺德了。”对于现

代舞学习，金星也直言：“学现代舞很苦，

有的人考进金星舞蹈团，学了一年得到些

皮毛就开始开工作室，打着金星舞蹈团的

名义挣钱了。”对此，金星直言：“在舞团不

到三年的，都不算我的舞者，过了3年浮

躁期，至少七八年才能磨出一个有独立思

考和判断的舞者。时间可以验证，你是否

能够接受现代舞者的生活方式。”

时报记者 王晶

时报讯（记者 王淞）根据海岩小说改编，

李骏执导，范伟、宋洋、焦俊艳、陈数等人主演

的情感悬疑犯罪电影《长安道》日前宣布定档

11月15日上映。《长安道》改编自海岩的小说

《长安盗》，主要讲述了因为一起大型国宝失窃

案，身为刑警的赵红雨（焦俊艳饰），在搭档邵

宽城（宋洋饰）的掩护之下，以卧底身份去调查

亲生父亲万正纲（范伟饰）的现任妻子林白玉

（陈数饰）。影片和以往犯罪类型电影不同，虽

以案件形式展开，但除了惊险刺激的破案环

节，案件背后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才是关键，

而情感悬疑的部分则将成为影片最大的看点。

《我和我的祖国》提档
七个故事聚焦七十年历史

改编自海岩小说
范伟领衔《长安道》

《金星秀》《野花》来津一城双演

金星：艺术的顶端是触类旁通
从2011年开始担任《舞林大会》评委开始，近些年几十档节目的热播让金星成为国内电视圈最炙手可热的大咖之

一。下个月19日、20日，金星将携剧场版《金星秀》和现代舞剧《野花》做客天津大剧院，脱口秀如何混搭现代舞？日前本报
记者采访到了金星。

中国男篮再败 直通奥运泡汤
时报讯（记者 陈彤）在昨晚进行的男

篮世界杯排位赛上，中国队73∶86败给尼

日利亚队，而伊朗队在其所在小组大胜菲

律宾队，通过小分比较，伊朗队成为本届

世界杯成绩最好的亚洲球队，这使中国队

失去了直通东京奥运会的资格。

中国队昨晚的对手，论实力比小组赛

上曾击败过中国队的委内瑞拉更加强大，

而伊朗队大胜菲律宾又是大概率事件。主

教练李楠为绝地反击做出变阵，王哲林、孙

铭徽和方硕进入首发阵容，易建联替补。

中国队此前糟糕的三分球在本场比赛伊始

大为改善，获得首发机会的方硕首节三分

球3投3中，贡献11分，帮助中国队以21∶19

领先。拥有多名NBA球员的尼日利亚队

经验丰富，他们抓住中国队每一个得分不

畅的时段，在第二节很快将比分反超，半场

结束时，中国队已经以31∶35落后。

在下半场的比赛中，中国队虽然因实

力不济，比赛打得愈发艰难，但全队确实没

有放弃，鼓起余勇努力拽住对手。在第三

节里，易建联打出了自己的小高潮拿下14

分，阿不都沙拉木等球员也开始得分，可是

尼日利亚队的进攻也让中国队无力阻挡，

双方短时间内的飙分结果，是中国队以

51∶60落后进入最后一节。第四节的后半

段，中国队突然防守见效，还连续出手三

分命中，在全场时间剩余不多时一度将分

差缩小至3分，但随后中国队成强弩之末，

周琦已五犯离场，易建联快累瘫了，其它球

员手脚慌乱，最后两分钟比赛已失去悬念。

中国队直通泡汤，但还有奥运落选

赛，这会是机会吗？国际篮联将把落选赛

球队数量定为24队，分4个小组，中国队

想赢得奥运参赛资格，就必须拿到小组第

一。从目前情况来看，本届世界杯的劲旅

土耳其、德国、加拿大、立陶宛等队，无缘

本届世界杯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都对

落选赛跃跃欲试，现在就可以预计，中国

队分到哪个小组都是死亡之组。

《罗小黑战记》在津点映
延续超强治愈力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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