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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提名打破40年惯例
美联储新主席非经济学家？

川航加开
成都西安往返直飞航线

近日，成都到西安的往返航班数量锐
减，造成乘客出行不便引起了广泛关注。
虽个别航空公司目前仍保留了少量两地
直飞航班，但实际亦一票难求。为了满足
市场需求，川航于11月3日增开了一班成
都、西安往返直飞航班。川航相关负责人
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说道，目前川
航相关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调配，自11月4
日起，还将陆续加开成都、西安往返直飞
航班，预计将增开5对成都、西安往返直飞
航班。据了解，目前川航每天执飞成都、西
安的直飞航班已变更为两班，新增航班去
程由3U8047执飞，回程由3U8048执飞，每
天起飞时间官网公布为准。

成都商报记者 费成鸿

昨日，2017（第十四届）四川电视节在
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作为国家
级的影视交流活动，电视节期间将举办影
视论坛、节目交易、影视前沿科技展示等
多项活动。在昨日举行的热剧媒体沟通会
上，包括《霍去病》《向天》《音乐会》《英雄
子弟兵》等来自全国各地的剧组逐一亮
相。尤勇、林江国、于震、叶璇等演员也来
蓉为自己的作品宣传造势。

四川电视节自1991年开始，逢单年举
办一次，成功创办十三届，已经成为世界
各国影视机构高度关注、影响颇大的国际
影视文化交流活动以及国际国内影视节
目和影视设备交易的重要平台。

昨日的热剧发布会上，作为国内影视
巨头捷成世纪文化产业集团携旗下全资
子公司捷成中视精彩、捷成东阳瑞吉祥、
捷成华视网聚、捷成星纪元等4家影视传
媒公司一口气发布了《霍去病》、《爱的正
确标记法》、《越活越来劲》、《莫斯科行
动》、《功夫战警》等近十部电视剧作品。而
由著名演员尤勇、林江国等主演的电视剧

《向天》可谓一部四川造电视剧。该剧以中
国航天事业发展作为时间轴线，围绕上世
纪80年代组建西昌新型卫星发射基地和
抢占地球同步轨道、抢占国际卫星发射市
场而展开。展现了航天事业在不同时期所
遇到的机遇和挑战，刻画了航天英雄们豪
迈、慷慨、壮烈的人物群像。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实习生 伍文韬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全
国联销“排列3和排列5”第
17300期排列3直选中奖号
码：754；排列5中奖号码：

75413。●电脑体育彩票“七星彩”第
17129期开奖号码：4807038。

兑彩票

成都

（据成都市气象局官网）

今日 小雨 14℃~22℃
南风1~2级

明日 晴间 多云14℃~22℃
南风1~2级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
联销“3D”第 2017300期开
奖结果：050。●中国电脑型
福利彩票全国联销“七乐彩”

第2017129期开奖结果：基本号码：
01、05、08、15、22、23、30，特别号码：
24。（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
后的结果为准）

美国总统特朗普2日宣布，提名64岁的美联
储理事杰罗姆·鲍威尔出任下届美联储主席。这
项提名还须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

分析人士认为，鲍威尔获提名，靠的是“鸽
派”货币政策立场和灵活的金融监管态度。如果
他推动放松金融监管，可能急剧放大美联储对全
球经济的外溢效应。

明年2月可能接任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举行的提名仪式上说，自

2012年5月担任美联储理事以来，鲍威尔被证明
是一位在稳健货币和金融政策方面努力寻求共
识的美联储官员。他相信，鲍威尔拥有智慧和领
导力来引导美国经济应对任何挑战，并得到国会
跨党派的支持。

鲍威尔表示，如果获得参议院批准，他将竭
尽所能实现美联储促进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的
双重目标。他承诺基于最佳证据客观决策，维护
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如获参议院批准，鲍威尔将
于明年2月接替现任美联储主席耶伦。

鲍威尔的职业轨迹诠释了美国精英出入政商
“旋转门”的传统。他在华尔街工作过，还在老布什
执政时期担任财政部副部长，负责金融机构及债
券市场政策。从政府卸任后，他在1997年至2005
年间担任著名私募投资基金凯雷集团合伙人。

美国舆论指出，鲍威尔拥有律所、投行、私募
基金、政府、智库等众多机构的工作履历，或许能
为美联储决策带来更加多样化的视角。

为金融危机埋下隐患
美联储是美国央行，只为美国利益服务，但其政

策有巨大外溢效应，不仅表现在日常货币政策调整，
更表现在金融危机时如何应对。鲍威尔拥有律所、投
行、私募基金、政府、智库等众多机构的跨界“黄金
履历”，唯独缺乏金融危机的应对知识和经验。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美联储掌门人正
是研究金融危机的权威专家伯南克，他开创性地使
用量化宽松政策是美国成功应对危机的关键。

美联储7个理事目前空缺3个，耶伦卸任后将
空缺4个，意味着特朗普还有机会大幅改组美联
储决策机构的人员构成。其中，最大影响在于可
能借此改变美联储目前严格监管的态度，转而放
松金融监管。这将在未来为金融危机埋下隐患。

图为：11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左）与美
联储理事杰罗姆·鲍威尔出席提名仪式

文图均据新华社

光线彩条屋影业近日对外发布2019年
上映的国产动画片片单，这也是相继与国产
动画“三大”系列（《大圣归来》《大鱼海棠》

《大护法》）合作后，彩条屋再放大招，一次性
公布三部重量级国产原创动画。它们分别是
国产动画“神话三部曲”：《哪吒之魔童降世》

《姜子牙》和《凤凰》。值得一提的是，《哪吒之
魔童降世》和《凤凰》的导演都来自成都，分
别是年轻的动画导演饺子（杨宇）和毛启超，
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转发相关微博，为两位
成都导演点赞。昨天，成都商报记者分别采
访了两位导演。

成都制作 两家公司全新改编

从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海报中可以
看出：影片有强烈的喜剧风格，众神一反神
仙常态、表情夸张、与襁褓中本应安静却伸
出一只“魔爪”的婴儿形成鲜明对比。影片将
哪吒创作成一个阴差阳错来到世间惹尽麻
烦的乱世“魔童”，呈现出“笑”果十足又丰富
多彩的有趣故事。

这次的《哪吒之魔童降世》，光线彩条屋
影业联合了成都可可豆动画影视有限公司
制作完成，由饺子（杨宇）担任导演。此前，同
样由成都可可豆动画制作、饺子担任导演的
动画短片作品《打，打个大西瓜》在豆瓣拿下
了8.6的高分，并被网友称为“华人最牛原创
动画短片”，此片曾在国内外获得27个专业
大赛的30多个奖项。

另一部电影《凤凰》聚焦于中国部落文
明，展现出厚重的西南民族风，以全新的故
事重塑“凤凰”这一古老的文化符号，是一部
着重体现“女性成长”的动画作品。《凤凰》的
导演毛启超和他的成都魔法工作室也成绩
突出，由他们打造的科幻动画短片《启示录》
曾受邀参与第7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导演毛
启超也凭借此短片入围了今年的第54届金

马奖，11月25日，毛启超和他的团队代表将
出席金马奖颁奖典礼。

光线彩条屋方面方面表示，这次公布的
三部动画片有鲜明的特点，“首先是故事的
原创性，三部影片并非照搬原著故事，而是
在此基础上进行全新改编；其次是类型的多
样性，由饺子导演的《哪吒之魔童降世》是爆
笑喜剧动画，由毛启超导演的《凤凰》则是主
打西南民族风的‘女性成长’动画，均是国内

动画市场罕见的类型。”

大佬点赞 没有耐心别做动画

据悉，光线彩条屋影业是光线传媒的子
公司，主要从事动画、动漫真人电影制作。近
日，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转发了《哪吒之魔
童降世》和《凤凰》定档微博，为两位成都导
演点赞，王长田感慨：“没有耐心，别做动
画。”据悉，《哪吒之魔童降世》已经制作了三

年；而《凤凰》的制作更是有七年之久。
《哪吒之魔童降世》导演饺子，本名杨

宇，是一位来自成都的年轻小伙。杨宇大三
时开始自学动画。毕业后，他在广告公司工
作了一年。因为觉得商业项目限制太多，于
是辞职在家里专门创作《打，打个大西瓜》，
用了三年半才完成了这部作品。在杨宇看
来，真正热爱动画一定要坚持下去，“其实站
在结果往前看，过程才是最充实的时光。请
享受过程。”杨宇表示：“做动画要用心，要真
诚，要能克服来自各种方面的困难，要与生
活作战，与诱惑作战，与压力作战，与自我作
战。在漫长的独自作战的岁月里，我经常问
自己，如果坚持了那么久，最终什么都没有
得到怎么办？我的内心回答我，其实我已经
得到了很多，创造一个东西出来的过程是独
一无二的。”

高新区出品 他的目标是李安

《凤凰》导演是成都80后毛启超，有意思
的是，杨宇和毛启超的工作室都在高新区，他
们不仅是好朋友还是老乡。毛启超从小就喜
欢动漫，凭着对动画的狂热他自学动画制作。
目前，毛启超和杨宇在业内小有名气，随着两
人多部作品在国际电影节获奖，毛启超和杨
宇被国内的影视大佬盯上了。光线传媒总裁
王长田曾多次对两人的作品点赞，还曾到成
都专门会见毛启超，两人一起吃饭聊电影，王
长田夸赞毛启超是一个会讲故事的导演。而
在去年，毛启超及其团队就获得了光线彩条
屋影业的投资与战略支持，正式开启了院线
电影计划。说到将来的计划，毛启超信心十
足，他直言：“我们魔法团队的目标是做中国
最好的动画公司，我的目标是李安，成为世界
级的导演，我已经努力了11个年头了，一直朝
这个方向努力，我今年34，至少还有30年的时
间去实现。”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三部重量级国产新动画

但鲍威尔毕竟是共和党
人，如果他决定顺应共
和党态度，放松金融监
管，则美联储对全球经
济的影响会急剧放大。
这将在未来为金融危机
埋下隐患。

成都美食惊艳亮相旧金山高校
这一天 学校食堂吃川菜！

当地时间11月2日，在旧金山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一场散发浓郁“成都味道”的
推介活动吸引了不少师生的眼球。活动上，
他们赏功夫茶艺、看水袖舞表演，惊叹川剧
变脸的神奇，为川菜的美味可口点赞。有

“北美厨神”之称的美食明星甄文达更是把
美食节目搬到现场，和来自成都的大厨一
道，手把手教大家如何做经典川菜。

“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甄文达用
这句话开场为全场师生介绍川菜。接下
来，他与成都大厨现场烹饪了两道著名川
菜，一个是宫保鸡丁，另一个就是回锅肉。

现场的师生们看得津津有味，争先
恐后想要试吃。“看的时候我就流口水
了。”学生David说。David是这所学校的交
换生，他告诉记者，虽然从来没有去过成
都，但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这次美食节
让他知道，原来川菜如此多样，味道也各
有不同。

更让大家兴奋的是，当天的师生食堂
里准备了麻婆豆腐、回锅肉、鱼香茄子、蚂
蚁上树、水煮鱼等经典川菜，以及数十种
中西结合的新式川菜供师生品尝。而这些
川菜皆由甄文达与成都来的大厨亲自烹
饪，部分菜品将列入学校的食堂菜单。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一座
历史悠久的世界名校，活动中，与这所高
校交流碰撞的，除了可见可感的美食、文
化，还有同样有着悠久历史的成都教育。
成都以“不唯地域、不求所有、不拘一格”
的新人才观，欢迎伯克利的青年学子来成
都交流学习。 成都传媒集团报道组记者

缪梦羽 冯兰钦 王垚

美国总统特朗普2日提名杰罗姆·
鲍威尔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这一平衡
多方诉求的决定，在短期内将减少市场
不确定性，但在中长期内却可能给全球
最重要央行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如果提名获得参议院批准，鲍威

尔将于明年2月接替现任美联储主席
珍妮特·耶伦。这将创下近40年来两个
第一。首先，鲍威尔将是1979年威廉·
米勒卸任以来，第一个没有经济学教
育背景的美联储主席。

在鲍威尔之前，耶伦、伯南克和格

林斯潘三位主席均拥有经济学博士学
位，更早的沃尔克拥有哈佛经济学硕士
学位。在华盛顿美联储总部，鲍威尔这
位乔治敦大学法学博士将被200多名经
济学博士员工所围绕。他的任命将打破
近年来经济学家对美联储主席的垄断。

其次，耶伦也将成为近40年来唯一
没有获得对手党派总统提名连任的美联
储主席。此前，伯南克、格林斯潘和沃尔
克均获得对手党派总统提名连任。鲍威
尔的任命打破了这一延续数十年的惯
例，从而可能令美联储独立性受到怀疑。

法学博士掌舵 独立性受怀疑

“不专业”
被提名者鲍威尔可能将
是1979年威廉·米勒卸
任以来，第一个没有经济
学教育背景的美联储主
席。在鲍威尔之前，耶伦、
伯南克和格林斯潘三位
主席均拥有经济学博士
学位，更早的沃尔克拥有
哈佛经济学硕士学位。

在货币政策方面，预计
鲍威尔将延续耶伦温
和、渐进的政策。外界普
遍预期，鲍威尔执掌美
联储后将延续谨慎渐进
的加息节奏，继续推动
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

无近忧

有远虑

深度
观察

两部成都造

《哪吒之魔童降世》
光线彩条屋影业联合成都可可

豆动画影视有限公司制作完成，由饺
子（杨宇）担任导演

《凤凰》
聚焦于中国部落文明，展现出厚

重的西南民族风，导演毛启超和他的
成都魔法工作室制作

成都商报记者分别采访两位成都导演成都商报记者分别采访两位成都导演

四川电视节昨开幕
影视巨头发布热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