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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广场 联系电话：18708985058 地址：三亚市天涯区解放四路 1085 号新闻大厦一楼广告运营中心

商讯众享，便民利民 （每周一至周五刊登）

■遗失声明 200元/条（超过50个字整条按字数5元/字）；
一个证（正本、副本）380元/条。注销公告 360元/条

广告咨询热线
0898-31885668

★三亚皇冠假日酒店管理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工商注册号：460200500002405，现声明作废。
★四川新绿色药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遗失开具给三亚市中
医院两张发票，代码：5100152350，发票号：00398592，开具
日期：2016-11-15，金额8257.40元；代码：5100152350，发票
号：00398593，开具日期：2016-11-15，金额：99769.20元，现
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海南鑫瑞众帮实业有限公司原注册资金由人民币

捌仟万元整减为人民币捌佰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
日起45天内向公司提出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遗失声明

2015年 8月 31日 09时在海南
省三亚市天涯区南岛农场医院产
室附近处。捡拾女性弃婴(弃儿)
一名，姓名:梁沐培，出生日期(或
者估计年龄)2015 年 8 月 31 日出
生，身体健康。随身携带物品有：
未携带任何物品。请孩子的亲生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
与梁甲开、唐春梅(联系人姓名)联

系 ，联 系 电 话:18789353730、18708981078，联 系 地
址: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南岛居海英队003号。即日
起60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三亚市天涯区民政局办公室:0898-88911662
三亚市天涯区民政局办公室地址:三亚市天涯区

凤凰路319号
三亚市天涯区民政局

2020年 12月 3日

寻找弃婴(弃儿)生父母公告

新闻纪录电影《我们是第一书
记》今天起在全国上映。影片用一个
个真实的故事生动刻画第一书记们
扎根扶贫一线，用热血挥洒青春、用
行动诠释奉献的动人事迹，勾勒出一
幅关于青春、奉献、责任、勇气的时代
画卷。

关于这部纪录电影，有不少幕后
故事和看点。

◆看点一：
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

8 年间，近 1 亿人脱贫，832 个贫
困县全部摘帽。虽遭遇疫情影响，我
国依然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
标任务，提前 10 年完成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

奇迹的创造，离不开无数第一书
记的付出。遍布全国各地的 300 多
万名第一书记、驻村干部以及广大乡
村干部，让贫困地区变了样，更播撒
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火种。

正是在这一波澜壮阔的时代背
景下，《我们是第一书记》应运而生。

◆看点二：
经验丰富的制作班底

经验丰富的制作班底，成为影片
值得期待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影片制片人张苗曾参与过《战
狼》《流浪地球》《我不是药神》《我和
我的家乡》等多部电影项目。众多国
内一线电影文学策划、剪辑指导的加
入，更为这部影片提供了可靠的创作

保障。
影片推广曲《年轻的战场》由张

杰演唱。

◆看点三：
新闻与电影的碰撞交融

这是一次新闻与电影的碰撞与
交融。“真实”，成为《我们是第一书
记》鲜亮的底色。

据介绍，每到一个地方，摄制团
队首先会花费大量时间与采访对象
进行交流。“只有与拍摄对象足够熟
悉，对拍摄对象的生活、经历足够了
解，才能拍摄到最真实的画面，记录
下最动人的场景。”

在张苗看来，新闻纪实题材影片
最真实有力。与新闻人携手制作这
部影片，也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一个
真实的中国。

新闻与电影的这次“携手”，让影
片通过朴实的叙事风格、真诚细腻的
情感表达，展现强大的情感张力。

◆看点四：
精益求精的素材挑选

据介绍，早在 2019 年，新华社便
开始进行系列微纪录片《第一书记》
的选题拍摄。3年时间里，摄制团队
采集到大量珍贵素材，为影片制作奠
定了坚实基础。

据悉，主创团队从最初收集的
1200 多个故事中，筛选出 15 个进行
前期拍摄，而最终呈现在大银幕上的
只有其中的4个。 （新华）

截至 11 月 29 日，2021 年度中国
电 影 总 票 房 达 441.71 亿 元 ，相 比
2020年有了明显回暖趋势。2021年
度总票房最终能否赶超 2019 年的高
票房纪录，已有 35 部新片定档的 12
月贺岁档无疑将起到关键作用。

从目前公布的信息来看，题材多
样、类型各异是今年贺岁档的主要特
点，其中悬疑片、爱情片较往年同期
更为密集，悬疑题材排片量领跑同级
市场，成为最大热门。《古董局中局》
《误杀2》《反贪风暴5：最终章》《穿过
寒冬拥抱你》《平原上的火焰》《暗杀
风暴》《爱情神话》《忠犬八公》等多部
华语新片令人关注。

悬疑片成贺岁档最大亮点

今年贺岁档中，悬疑片大都属于
头部级影片。11月中下旬启动的《扬
名立万》《门锁》两部悬疑片为贺岁档
预先暖场，猫眼数据显示，截至 11月
28日，《扬名立万》上映18天，票房高
达 5.64 亿元，预测最终将破 6 亿票
房；11 月 19 日上映的《门锁》，10 天
票房已达1.91亿元。

后续档期的《古董局中局》《误
杀2》《反贪风暴5：最终章》等一大批
具备惊险、悬疑基因的影片，都颇受
影迷关注。据统计，电影《误杀 2》在

“猫眼”想看人数已破17万大关，《古
董局中局》想看人数更是高达23万。

悬疑片大量涌向大银幕，除知名
演员、IP 剧本加持以外，更吸引观众

的是以惊险悬疑为外壳，内里有对人
性的多重考量。12 月上映的多部悬
疑电影，依托大 IP 和演员阵容，市场
潜力不容小觑。

实力派演员+文艺爱情片

爱情题材的影片依然占领着贺
岁档期待值的高地。

在徐峥联手 90 后新锐导演邵艺
辉拍摄的《爱情神话》里，主创名单包
括马伊琍、吴越、倪虹洁等知名演员，
影片的故事发生地和拍摄地皆为上
海。

由黄渤、贾玲、朱一龙主演的《穿
过寒冬拥抱你》，以爱情、亲情、友情为
主线，将镜头对准不平凡时代下的那
些平凡又温暖的小人物，聚焦那场寒
冬疫情中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情愫。每
个人守望相助、拼尽全力投入抗疫的
画面，成了难以磨灭的中国记忆。影
片以温暖治愈的格调，描绘疫情下普
通人不普通的情感，电影中真挚又暖
心的情景，让温暖消解了漫漫寒冬。

2021年中国电影市场势头劲猛，
从《你好，李焕英》到《长津湖》，中国
电影票房一路高歌猛进，市场和口碑
双赢。截至目前，2021年全球票房榜
前五位有三部中国电影。《长津湖》
更是以56.94 亿元的票房登顶中国影
史票房榜。接下来，贺岁档能否助攻
年度票房，让 2021 中国电影市场完
美收官，是电影人和观众共同的期
待。 （宗文慧）

凝心、提速、冲巴黎
——专访中国男篮主教练杜锋

杜锋

聚合力

在这次世预赛窗口期的两场
比赛中，中国队分别以 79:63 和
106:73击败八村塁、渡边雄太等几
名主力缺阵的日本队。与6月亚洲
杯预选赛双方的两场交锋相比，日
本队的实力变化不大，而中国队的
表现明显提升，赢得更痛快。

杜锋在谈到双方分差的变化
时表示，这次比赛中国队内、外线
的阵容更齐整，阵容轮转更从容。
而日本队刚更换了主教练，可能在

利用比赛观察球员。
杜锋说，他最满意的是中国队

在场上展现出来的凝聚力。
“我们出发前队伍在北仑开

会，每个人为国出征的表态还是很
提振士气的。赛场上的执行力也
做得很到位，特别是年轻球员，感
觉大家在享受比赛。”

杜锋透露，27日打日本队的第
一场中国队最多领先近 30 分，而
后被对方将差距追近，比赛后半段
有一些松劲的迹象。赛后，全队看
了比赛录像并专门开会做了总
结。28日双方再战，中国队在周琦
因伤没有出场的情况下赢了 33
分，全场比赛队员们都保持了高昂
的斗志和高强度的防守，“总结”起
到了很好的效果。

提速度

在最近的两场中日对抗中，人
们发现中国男篮的打法跟杜锋执
教的广东宏远队有一些相似之处：

高速的攻防转换、高强度的防守、
多名后卫轮番上阵保持进攻节奏、
外线频繁出手……

杜锋说，从东京奥运会男篮的
比赛来看，跟 2019 年男篮世界杯
时相比，现在国际篮球比赛中外线
出手的比例又提高了。“所以我们
就是要强调打快，发挥外线的进攻
能力，这也是我带俱乐部队时一直
强调的。”

杜锋告诉记者，霍瓦斯赛前曾
说过要用“速度和强度”拖垮中国
队，但是中国队的队员们很好地
应对了挑战，最终用“速度和强
度”拖垮了日本队，这一点让他很
欣慰。

杜锋此前接受新华社采访时
不止一次提到，中国男篮的一个关
键问题是要从“等饭吃”转变为“做
饭吃”，也就是加强策动进攻的能
力。在杜锋看来，如果进攻的组织
全靠后卫线，那后卫线的压力太大
了，他希望前锋也有一定的策应和
组织能力。在对阵日本队的第二

场比赛中，中国队的得分超过了
100 分，与日本队的助攻比是 28:
18，三 分 命 中 率 之 比 是 58.3% ：
25%。杜锋认为，这些都是不错的
迹象，但是要保持进攻端的稳定输
出还有很多的努力要做。

升排名

杜锋表示，球队当下的目标是
打好每一场比赛。一方面要提高
队伍的整体实力，另一方面也要提
升战绩，进而提升在国际篮联世界
排名中的位置。2023 年男篮世界
杯的分组跟世界排名相关，中国队
按照目前的排名（第 28 位）可能会
属于第四档的球队，在世界杯分组
抽签时会比较吃亏。如果能通过
提升战绩升到第三档，就有希望遇
到那些比较有把握或者有可能战
胜的球队，为在世界杯赛上争取更
好成绩、冲击奥运会入场券创造更
有利的条件。

（据新华社）

新华社悉尼 12 月 2 日电（记 者
郝亚琳）中国球员周琦即将在本周末
迎来加盟澳大利亚篮球联赛（NBL）
东南墨尔本凤凰队的赛季首秀。他
表示，目前脚踝仍在恢复，能否上场
要看当天情况而定。自己的基本目
标就是帮助球队获胜，争取每场有一
个稳定发挥，越打越好。

在当日俱乐部举行的赛前发布
会上，周琦告诉记者，从日本飞回澳
大利亚后脚踝有一些肿，今天刚接受

了治疗。距离开赛还有一天多时间，
现在总体情况在变好。

凤凰队的赛季首场比赛是4日对
阵新西兰破坏者队。凤凰队首席执
行官汤米·格里尔在发布会上表示，
周琦与球队融合得很好，从周琦季前
赛的表现就能看出，在比赛风格和竞
争力方面，他已经完全融入了凤凰队
的比赛风格。

“周琦将是球队在本赛季的首发球
员之一，他还将参加俱乐部明年2月的

中国新年赛。我们期待着在赛场看到
中国球迷为他加油助威。”格里尔说。

周琦也表示，出国打球会有一些
调整，国内球队的整体打法和目前球
队的打法不太一样，国外球队打法整
体偏快偏简单一些，对于他的技术特
点来说比较好融入。通过季前赛，他
已经更多适应了球队的打法，和队
友、教练也在相互了解磨合中，相信
过一段时间大家会有更好的发挥。

“我觉得在美国的两年对我帮助

很大，不仅在球场上，也包括在出国打
球的状态上。那次经历帮助我这次很
快地融入国外的训练体系和当地的生
活中，是一个很好的经历。”周琦说。

对于未来的打算，周琦表示，澳
大利亚篮球水平很高，加入NBL对自
己是一个提升。重回美职篮当然是
一个大的梦想，但目前来说更注重在
球队中的表现，帮助球队取得比较好
的成绩，未来的事等这个赛季结束之
后再考虑。

周琦将迎赛季首秀：

脚踝仍在恢复 基本目标是赢球

新华社马德里 12 月 1 日
电（谢 宇 智）2021-2022 赛季
西班牙国王杯足球赛展开首
轮淘汰赛。西甲球队西班牙
人客场 3:2 力克地区级别联
赛球队索拉雷斯，进入下一
轮。

西班牙人本轮作客索拉
雷斯，比赛在雨中进行。中国
球员武磊获得首发，并为队友

贡献一记助攻，莫龙则在比赛
中上演“帽子戏法”，助球队赢
得胜利。

第 15 分钟，西班牙人占
得先机，武磊左路送出传中，
莫龙小禁区边缘推射破网。
第 23分钟，客队再接再厉，梅
伦多挑传，莫龙停球后转身
将球打入球门左下角。西班
牙 人 以 两 球 优 势 结 束 上 半

场。
下半时，第 50 分钟，西班

牙人将比分扩大至 3:0，主队
球员禁区内踹倒莫龙，裁判判
罚点球，莫龙主罚命中。随后
武磊获得一次破门良机，但他
在禁区左侧的射门却被场地
的积水所阻。

三球落后的索拉雷斯奋
起反扑，并连扳两球。

西甲：

皇马一球小胜毕尔巴鄂
7分领跑积分榜

2021-2022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1日进行
第九轮的一场补赛。皇家马德里主场1:0小胜毕尔
巴鄂竞技，进一步坐稳联赛“领头羊”的宝座。

皇马本轮坐镇伯纳乌球场迎战毕尔巴鄂“雄
狮”，本泽马为主队打入全场唯一入球，帮助球队以
11胜 3平 1负积36分稳居西甲积分榜榜首，甩开少
赛一场排名第二的马德里竞技7分。 （新华）

国际足球
西班牙人晋级国王杯次轮

武磊助攻+射门被水拒

本赛季

本泽马、萨拉赫均已19场造25球

五大联赛本轮正在进行
中，本泽马和萨拉赫相继破
门，延续着两人本赛季的出色
状态。

数据统计显示，本泽马和
萨拉赫本赛季数据均为 19场
比赛直接参与 25 球。其中，
本泽马 17 球 8 助攻，萨拉赫
18球 7助攻。 （宗和）

英超：

三强告捷 切尔西1分领跑
切尔西、曼城、利物浦 1 日纷纷客场告捷，2:1

力克沃特福德的“蓝军”继续领跑英超，2:1击败阿
斯顿维拉的曼城、4:1 大胜埃弗顿的利物浦分别以
1分和2分之差紧随其后。

同日，南安普敦主场2:2战平莱斯特城，布莱顿
依靠第89分钟的进球1:1逼平西汉姆联，狼队与伯
恩利0:0互交白卷。 （新华）

意甲：

国米战胜斯佩齐亚 米兰完胜热那亚
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第15轮 1日继续进行，国

际米兰主场2:0战胜斯佩齐亚，AC米兰客场3:0完
胜热那亚。

此外，那不勒斯客场被萨索洛2:2逼平；博洛尼
亚凭借斯万贝里的进球1:0小胜罗马。 （新华）

《我们是第一书记》幕后故事

《古董局中局》《反贪风暴》《穿过寒冬拥抱你》……

35部电影定档贺岁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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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第
一
书
记
》
电
影
剧
照
。

报料热线

监测点

河东

河西

PM2.5

（ug/m3）
O3

（ug/m3） AQI 级别

21

22 110

海棠湾 21

118

三亚市环境监测站发布 hbj.sanya.gov.cn

19

115

鹿回头

116

----亚龙湾

10023创意新城

--

二级,良

二级,良

二级,良

二级,良

（1 日 16:00 至 2 日 16:00）

二级,良

君悦子站 22 115 二级,良

天涯区
抱龙小学

19 108 二级,良

今日空气质量预报：二级（良），首要污染物为臭氧。

三亚市环境空气质量日报

西岛子站

城东小学

19

21

124

122

二级,良

二级,良

中国男篮在世界杯预选赛中两胜日本男篮之后，主教练杜锋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
独家连线专访。杜锋表示，他最满意的是队伍展现出的凝聚力，球队在比赛节奏、外
线攻击力方面也有所提升。未来几年，中国男篮会争取稳步提高战绩、提升国际排
名，朝着夺取 2024 年巴黎奥运会入场券的目标全力冲击。

五大联赛赛果

▲本泽马 ▲萨拉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