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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售

声明·公告
●成都兴广润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陈天磊法人章（编号：510100
9334250）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囿享家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发票专用章 （编号：51
01075390063）遗失作废。
●四川鼎润兴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公章 （编号：5101075472
586）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兴成建设监理咨询有限
公司合同专用章 （编号：5101
009152109）郭新民私章（编号：
5101009152110）遗失作废。
●郫都区花宇园艺场公章（ 编
号：5101245060634）财务专用
章 （编号：5101245060635）刘
媛法人章 （编 号 ：51012450
60637） 发票专用章 （编号：
5101245060636）均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
郝正鑫 （身份证号5103211

96501273396）、邓玉芳 （身份
证号510321196509243423）于
2016年12月24日购佳年华广场
项目3-102房屋的房款收据（编
号0018111，金额411865元，开具
日期2016年12月24日）、3-105
房屋的房款收据 （编号 ：00
18112，金额214719元，开具日期
2016年12月24日）遗失作废，特
此声明。
●成都同创博诚商务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7MA644B2228营业执
照正副本，公章（编号：510107
5459324）， 发票章 （编号 ：5
101075459326）， 财务章 （编
号：5101075459325）， 林振国
法人章（编号：5101075459327）
均遗失作废。
●成都东旭物流有限公司财务
章（编号：5101008201742）李忠
清法人章（编号：510100820174
4）均遗失作废。

公 告
科研用房 （通风实验室） 项目
相关人员：

我单位在武侯区武兴四路
16号修建的科研用房 （通风实
验室）项目已建设竣工，现已进
入规划核实公示阶段， 公示内
容张贴于武侯区武兴四路16号
安全科技大厦出入口处， 公示
时间为2019年11月20日至201
9年11月27日。特此公告！
四川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技术

研究院 2019年11月20日
●成都嘉沃科技有限公司胡勋
建法人章 （编号：51011000822
49） 发票专用章 （编号：51011
00082248）财务专用章（编号：
5101100082247）均遗失作废。
●成都威戈瑞仕商贸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0851
62334）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信广禾房地产经纪有限
公司廖仲凯法人章 （编号 ：
5101008916770） 于2019年5月
31日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飞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0752
41028） 发票专用章 （编号：5
101075241029） 原法人杨柏旭
法人章 （编号：510107524103
0）遗失作废。
● 注销公告:成都厚朴检测技 术
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3579956965） 经股东
会决议决定注销公司。 请相关债
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
日内向我公司申报相关债权债务
●成都蜀伟投资咨询有限责任
公司公章（编号：51010950500
50）遗失作废。
●武侯区湉熹商务信息咨询服
务部邹会法人章 （编号 ：510
1075475648）发票专用章 （编
号：5101075475647）财务专用
章 （编号：5101075475646）公
章 （编号：5101075475645）均
遗失作废。
●四川通达千成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公章 （编号：5101055187
108）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成都中医
药大学陈建
凤 遗 失 NO.
1063320202
826未签约的
四川普通高
校毕业生就
业协议书。
●武侯区华
夏摩托车经
营部公章（编
号：5101008541726）遗失作废。
●成都市成塑线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2471
30676944）拟将公司注册资本
由人民币贰亿叁仟万元减少为
贰亿元正；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
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债务担保
的请求， 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
没有提出要求。特此公告！
●阿牛思华身份证5134351982
1220367X于2019.11.16遗失作废

●四川省博轩科技有限公司公
章 （编号：5101008981749）、财
务专用章（编号：510100898174
8）、 发 票 专 用 章 （ 编 号 ：
5101009015832）、 彭源法人章
（编号：5101008981747） 均遗
失，声明作废。
●成都佰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0093
34798）遗失，声明作废。
●郫县兴丰馨苑休闲园发票专
用章（编号：5101245017872）遗
失，声明作废。

●成都九正科技实业
有限公司已盖章空白
收 据 1368201 -1368220共 20
份，遗失作废。
●四川沁坊建筑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法人章（编号：5101095252
375姓名：许鑫）遗失作废。
●四川博雅宏略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91510107MA6CACW
XXM，廖宇法人章（编号：51010
75328119），发票章（编号：5101
075328118）， 财务章 （编号：
5101075328117）均遗失作废。

●锦江区肖排骨鲜肉店财务专
用章（编号：5101049914018）遗
失作废。
●四川省成都市石室天府中学
《食品经营许可证 》 (编号 JY3
5101090068597)副本遗失作废
●四川五州荣盛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发票专用章 （编号：5101
075431766）遗失作废。
●四川道禾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75404
771）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日辉华彩照明工程有限
公司公章（编号：510107516032
6）公章损坏作废。
●四川兴宏信达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王小兵法人章 （编号 ：
5101040156516）遗失作废。
●成都航恒贸易有限公司，开
户许可证 （开户银行： 中国银
行红牌楼支行， 账号：121222
003323， 核准号：J651004876
8102）遗失作废。

《活着唱着》曾在成都取景
“最佳女主角”竞争激烈

川剧电影《活着唱着》去年曾在
成都新都区石板滩镇取景。本届金
鸡奖最佳“最佳女主角”竞争激烈，
和赵小利一同入围的还有马伊琍
（《找到你》中饰孙芳）、白百何（《妈
阁是座城》中饰梅晓鸥）、咏梅（《地
久天长》中饰王丽云）、周冬雨（《后
来的我们》中饰方小晓）、姚晨（《送
我上青云》中饰盛男）。

《活着唱着》中，成都演员赵小
利扮演赵丽，她跟剧中一样，也从13
岁开始学川剧。在接受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采访时，赵小利曾表示，“拍
戏时，基本上是拍一次哭一次，因为
电影中 90%都是我的亲身经历。坦
白讲，我根本对电影艺术不了解，我

只知道用心去演自己。”
《活着唱着》监制邓婕曾表示，

出生在川剧世家的她，在一次偶然
中看到了纪录片《民间戏班》，十分
感动，便想着把它做成半纪实的电
影。电影从2012年立项到2018年底
拍摄完成，影片中的片段很多都是
真实生活场景，邓婕希望电影能把
川剧艺术带向世界。

《第一次的离别》提名最佳摄影
《破门》提名最佳音乐

记者还获悉：由峨影集团出品
的《破门》《第一次的离别》，参与出
品的《红海行动》《流浪地球》《找到
你》五部影片共计获得第32届“金鸡
奖”15个奖项提名。

《第一次的离别》提名最佳摄

影，《破门》提名最佳音乐。《第一次
的离别》由青年导演王丽娜执导，讲
述了男孩艾萨与青梅竹马的好朋友
凯丽之间的童年友谊，以及与患病
母亲之间的母子之情。离别、童年、
成长、家庭……电影对每个主题的
诗意表达，为观众构建出真实而动
人的电影故事空间；开放式的结尾
则留给观众无尽想象，并激发观影
人对认知的构建和对人生的思索。

《破门》是由徐耿执导的励志体
育电影，该片以四川绵阳安州区迎
新乡小学足球队为原型，以汶川大
地震为背景，讲述了一支山区留守
儿童足球队的师生不畏艰苦，通过
足球训练和比赛，不断克服困难、挑
战自我，逐渐走出灾难阴霾，收获成
长和崭新生活的故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张世豪易婧雯

高反转快节奏高反转快节奏
导演：绝不注水

《鹤唳华亭》改编自晋江知名网
文 IP——雪满梁园同名小说，讲述
皇太子萧定权（罗晋饰）渴望亲情却
少年失母、与父不睦，成人之路屡遭
险阻，幸得恩师卢世瑜（王劲松饰）的
教导，又与文臣之女陆文昔（李一桐
饰）相识相知，二人不畏艰险负重前
行，始终坚守道义的故事。

“在家追剧上个厕所的工夫，就
看不懂了。”这是豆瓣上一位网友对

《鹤唳华亭》的评价，扣人心弦的故
事、不停反转的剧情成为《鹤唳华亭》
赢得观众的秘诀。

剧集开头，大雪纷飞的皇城之外，
雪地上不停滴下的血，急促的敲门声
让该剧一开头就留下悬念。太子萧定
权与皇帝——其兄萧定棠不合，行“及
笃之礼”之际，齐王萧定棠欲以檄文构
陷太子。当众人误以为齐王得逞之际，
太子以“卷轴”反转，然而卷轴又被皇
帝发现为“空卷”；当太子俯首认罪，剧
情又来了个惊天大反转……在随后的

“春闱泄题”案中，男女主初次相遇、老
师卢尚书进退两难，也是看点十足。

对此，导演杨文军表示，虽然《鹤
唳华亭》有 60 集，但绝不注水，几乎
每集都有反转。

剧名涉典剧名涉典
宋之美学弥漫剧中

据悉，《鹤唳华亭》剧名来自于

《世说新语》中西晋一代才子陆机的
故事。陆机是东吴名将、丞相陆逊的
孙子，才华盖世，吴亡国后在西晋为
官，但后期卷入“八王之乱”，兵败遇
害，临刑时想起当年游华亭，听鹤唳
之快乐往事，追悔莫及。后世用“华亭
鹤唳”来表达不知急流勇退的哀叹，
表现思念、怀旧之意，亦慨叹仕途险
恶、人生无常。

据悉，《鹤唳华亭》的故事以宋代
风貌为参照，宋之美学，弥漫在剧里

每一处细节中。袍、冠、带、褙子、靴
履，乃至纹样与配饰，均参考了宋代
的画作，沿袭宋代“简洁、素雅、精致”
的服饰审美；剧中太子冠礼、大婚、册
皇后礼等大典的设计，皆根据大量历
史文献进行复原。

导演杨文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剧中对服化道有特别的讲究，“建筑、
比例、格局、屋顶是怎么样的，窗棂上
面杂条是几根，每一根的比例怎样，
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比如平时皇

帝、太子上朝时的宫服是什么颜色，
玉带是什么样的，应该戴什么样的帽
子，都是一套非常严谨的审美体系。”

哭戏太多哭戏太多？？
主演罗晋入戏很深

目前，《鹤唳华亭》已经更新到了
第8 集，在豆瓣上，其评分已经从开
分的 7.7 跌落到 7.4 分。不少观众认
为，该剧在选角上存在问题，已经38
岁的罗晋却要扮演 20 岁左右的角
色，还要在剧中对小自己 12 岁的演
员郑业成、饰演齐王的金瀚喊哥，让
人有些出戏。此外，罗晋饰演的太子
在剧中从头到尾、没完没了地哭：跪
在雪地里向皇帝请罪，哭；早朝认罪，
又憋屈得哭；听说老师要告老还乡，
又哭……不少人质疑，罗晋演技虽没
问题，但在哭戏上是否“用力过猛”。

对此，导演杨文军肯定了罗晋的
演技，认为其形象和气质是符合太子
的，但这个人物总体偏悲情，后面会
更“虐”。他特别提到，拍摄期间，罗晋
入戏很深，“有一天我在A组拍摄，中
间去洗手间路过 B 组现场，鸦雀无
声，罗晋站在场子中间发呆，四五台
摄影机一起对着他。我就过去拍了拍
他肩膀，他也不吱声，没有任何表情。
过了大概半个小时，罗晋发了个微信
向我道歉，原来当时他在磨一场情感
爆发的戏，已经麻木了。那场戏出来
的效果就不光是眼泪的问题，他整个
人都已经撕裂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邱峻峰

保卫川足功臣 对话
系列 3

王琪

成都女演员成都女演员
角逐最佳女主角

昨晚昨晚，，第第2828届中国届中国
金鸡百花电影节暨第金鸡百花电影节暨第
323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在厦门正式拉开帷幕在厦门正式拉开帷幕。。
本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众本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众
星云集星云集，，不少知名导演不少知名导演、、
演员纷纷出席演员纷纷出席。。

特特别值得一提的别值得一提的
是是，，本届金鸡奖四川元本届金鸡奖四川元
素抢眼素抢眼，，川剧电影川剧电影《《活活
着唱着着唱着》》获获““最佳中小最佳中小
成本故事片成本故事片””提名提名，，演演
员赵小利获员赵小利获““最佳女主最佳女主
角角””提名提名。。该片由著名该片由著名
演 员 邓 婕 监 制演 员 邓 婕 监 制 ，，目 前目 前
《《活着唱着活着唱着》》剧组已经剧组已经
抵达厦门抵达厦门。。

古装大戏《鹤唳华亭》上线

剧情不停反转，主演随时在哭？
在《陈情令》《长安十

二时辰》播完两个月后，剧
集市场终于迎来了一部
颇受关注的古装大戏。11
月12日凌晨，《鹤唳华亭》
在优酷悄然上线，一口气
更新了5集。该剧改编自
网络作家雪满梁园的同
名小说，在豆瓣上，原著小
说有着8.5的高分。

剧版《鹤唳华亭》由杨
文军执导，罗晋、李一桐、
黄志忠、张志坚、王劲松等
出演，从目前更新的8集
剧情中，快节奏高反转、精
美的服化道成功吸引了观
众，也让该剧豆瓣开分达
到7.7分，不过男主哭戏太
多也让该剧受到一些质
疑，目前豆瓣分数在7.4。

金鸡百花电影金鸡百花电影
节昨晚开幕节昨晚开幕，，川川
剧电影剧电影《《活着唱活着唱
着着》“》“抢风头抢风头””

虽然四川FC贵为2018赛季中
乙联赛冠军，且整个赛季保级不败，
但在刚刚过去的中甲联赛2019赛
季，四川FC在通过两回合升降级附
加赛后艰难保级。当最后一场升降
级附加赛四川FC主场3比1战胜河
北精英后，四川FC全队很多人都流
下了激动的泪水。

在本场比赛中，身高仅有1米7
的王琪是最“高大”的人。在刘超阳
罚失点球后，王琪用并不高大的身
材在小禁区内头球接力顶入球队第
一个进球打破了僵局。赛后，王琪也
被评为当场比赛的最佳球员。

“黎指导反复强调心态”

记者：球队是以中乙不败升级，
但在中甲下半程却为保级而战，大
家是不是很沮丧？

王琪：中甲和中乙不一样，整个
水平要比中乙高出一截，而且我们
本就是“中甲一年级”，今年主要目
标也是保级。

记者：主教练黎兵在保级这段
时间跟你们沟通得最多的是什么？

王琪：他认为我们的实力立足
中甲没问题，跟我们反复强调的就
是心态。

记者：客场0比1河北精英后，队
内气氛如何？

王琪：这个客场很艰苦，比赛输
了以后大家都很失落，但经过教练
对我们短暂的调整以后，大家也坚
信第二回合回到主场能翻盘。

记者：打附加赛球员都背负了

很大的压力，你是怎样让压力成为
进球动力的？

王琪：确实压力挺大的，首先我
们是很想把这支球队留在中甲，我
们不想让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然
后就是今年的表现让球迷失望过很
多次了，我们也想用最后这一场关
键的比赛回报支持我们的球迷。最
后就是教练一直以来都很信任我，
所以我想在这种关乎生死的比赛站
出来，为了教练，为了球迷，为了这
个俱乐部，也为了自己。

记者：主场对阵河北精英，黎指
导是怎样要求你的？

王琪：他告诉我上场就放开了
打，千万不要背负太大压力，这样反
而容易缩手缩脚，其实这种重要的
比赛最主要的也是心态。

“我最不擅长的就是头球”

记者：此前刘超阳罚失点球，对
大家的心态有影响吗，当时你是怎
样想的？

王琪：当时很着急，因为我们需
要尽快取得进球，这样才能占据保
级的主动。

记者：你的身材不高，但你用头
球为球队首开纪录，头球是你擅长
的吗？对头球有什么心得？

王琪：进球时没什么感受，因为
一个球不够，这个进球是即兴发挥，
我最不擅长的应该就是头球了，只
能说那个球队友传得很好。

记者：球队在上半时3比0领先
后，下半时却陷入了被动，是球队战
术使然还是大家心态发生了改变？

王琪：我觉得还是大家心态出
了一些问题吧，下半时那个点球很
意外，那种情况对手再进一个球我
们就被动了，所以大家不由自主地
就想把这个比分守住。

记者：在四川足球的职业生涯
里，有哪些比赛让你难忘？

王琪：对我来说最难忘的就是
去年的冲甲战和今年的保级战。

记者：作为一名经历了四川足
球寒冬的职业足球运动员，你对于
四川足球的现状认识一定比我们更
加深入，你对于四川足球的复兴有
什么样的理解？

王琪：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全兴
过后四川足球又一个全新的时代了
吧，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稳定，四川从
来不缺好的球员，但也一直留不住
球员，所以我觉得四川足球要想继
续往上走，首先需要的就是稳定良
好的环境。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欧鹏 何鹏楠

王琪：川足需要稳定良好的环境

赵小利（左）和邓婕

《活着唱着》剧照

主演罗晋（左）和李一桐

昨日，在重庆大足四国赛最后
一轮比赛里，澳大利亚国奥队1比0
战胜立陶宛国奥队，以3战全胜的成
绩夺得本届赛事的冠军。而朝鲜国
奥队则1比0战胜中国国奥队，1胜1
平1负夺得亚军，中国国奥队则1胜2
负获得第三名。

首轮比赛，国奥1比5不敌澳大
利亚，次轮比赛，国奥1比0击败立
陶宛，第三轮比赛，国奥0比1不敌
朝鲜国奥队。在三场比赛中，国奥
队在技战术方面进行了各种演练，
其中暴露了不少的问题，国奥队执
行主教练郝伟在与朝鲜国奥队赛
后表示：“这场球踢得不好，不管是
球员的个人技术还是战术上都不
好，这都是教练员的原因，希望接下
来能提高。”

如果要在本次大足石刻杯邀
请赛找国奥队的亮点，那就是国
奥已经确定了一些主力框架，正
如郝伟所说，“基本阵容有了，接
下来希望能够有更好的组合。我
们希望能够有17、18个球员可以
应对比赛，毕竟未来奥预赛小组
赛很艰苦。”

此次国奥与朝鲜国奥短时间内

的再次相遇，本是一次检验“郝氏国
奥”近期备战成果的大好机会，不过
随着中超联赛的临近，张玉宁、杨立
瑜、段刘愚、陈彬彬、魏震、高天意等
六位主力球员先后返回俱乐部备战
联赛，缺席了本场比赛。

郝伟上任以后，招入了大量新
人进行考察，并带队参加了万州四
国赛、泰国友谊赛以及本次大足石
刻杯邀请赛，本次赛事第三轮国奥
与朝鲜国奥队的比赛是两队时隔2
个月后的再一次交锋，此前，希丁克
在任的时候，两队曾在黄石有过一
次交手，那场比赛国奥队踢得毫无
章法，几乎全场被动，仅凭借林良铭
最后关头的头球破门才艰难地逼平
了对手，整场比赛的糟糕表现也受
到广大媒体、球迷的一致批评，主帅
希丁克也因此下课。

目前国奥队的大致框架已经
确立，在葡超效力的林良铭是“免
检产品”，而先期离队的张玉宁等6
人都通过了郝伟的考察，目前国奥
队所需要的还是要进一步筛选更优
的人员打造最佳组合。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欧
鹏 何鹏楠 发自重庆大足

国奥0比1负于朝鲜
亮点是主力框架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