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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18日了解到，在 17日晚
举行的第13届亚洲电影大奖颁奖
典礼上，中国导演贾樟柯凭《江湖
儿女》获最佳编剧奖。

该奖项是《江湖儿女》继夺得
第54届芝加哥国际电影节最佳女
演员、最佳导演，第25届明斯克国
际电影节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
第12届亚太电影大奖最佳女演员
等多项大奖之后，获得的又一个奖
项。

颁奖典礼上，贾樟柯表示自己
“没有想到会拿这个荣誉”。他特
别感谢了影片的男女主角饰演者
廖凡和赵涛，“没有他们的精彩表
演，我的剧本也无法呈现。”此外，
贾樟柯还感谢了《江湖儿女》台前
幕后的所有工作人员及投资人。

本届亚洲电影大奖竞争激烈，
《江湖儿女》获得最佳女主角、最佳
编剧两项重要奖项提名。最终，
《江湖儿女》在《燃烧》《我不是药
神》《无双》和《一代巨星桑杰君》等
佳片中脱颖而出，获得最佳编剧

奖。
当晚，贾樟柯还与日本导演是

枝裕和一起，为韩国导演李沧东颁
发了终身成就奖。贾樟柯、是枝裕
和与李沧东同时也分别是本届亚
洲电影大奖最佳编剧、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三项重要荣誉得主。

亚洲电影大奖创办于 2007
年，是由香港国际电影节(HKIFF)
主办的首个亚洲电影颁奖礼，从
2014 年开始改为香港国际电影
节、釜山国际电影节、东京国际电
影节三大亚洲国际电影节联合举
办。本届亚洲电影大奖评审团主
席由陈冲担任。

贾樟柯 1970年出生在山西汾
阳，是中国第六代导演代表人物之
一。2004 年，贾樟柯担任都灵国
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2005 年，
担任日本山形国际电影节评审。
2006年的《三峡好人》获威尼斯电
影节的金狮大奖。2015 年，贾樟
柯获戛纳电影节金马车奖，是首位
获该奖华人导演。 （新娱）

贾樟柯获亚洲电影大奖最佳编剧

针对 17日网传的《关于对
张国伟违规参加商业活动的处
罚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跳
高名将张国伟在个人微博上予
以证实，并表示自己依然会战
斗在国家队第一线。

据该《决定》描述，张国伟
未经国家队批准，在2月底3月
初先后两次编造理由私自外出
参加商业活动，严重违反了《国
家田径集训队管理规定》，造成
了不良影响。根据相关规定，
给予张国伟队内通报批评、扣
除训练津贴、停止参加一切国
内、国际比赛及一切社会活动
等处罚。

张国伟在微博上说：“经过
（体育总局田管）中心领导的谆
谆教导，我深刻地感受到了领
导的关心、爱护和期望，对于我
的行为领导表示了理解和宽
容。请放心，张国伟依然战斗

在国家队第一线，为了梦想所
应该承担的一切一点也不会
少！”

现年27岁的张国伟曾经在
2015 年北京世锦赛上赢得银
牌，个人最好成绩达到 2米 38，
距离名宿朱建华保持的 2米 39

的全国纪录相差一厘米。但近
几个赛季由于受到伤病影响，
张国伟的成绩有所下滑，始终
未能找回巅峰状态，本赛季他
的最好成绩为 2 米 21，尚未达
到多哈世锦赛参赛标准。

（新体）

违规参加商业活动

跳高名将张国伟遭处罚

去年年底杨幂与刘恺威离
婚，不仅两位当事人被热议，杨
幂的绯闻男友也被推到了舆论
的风暴眼，其中最具来头的就
是曾放话“杨幂离婚我就娶她”
的国民老公王思聪了。

日前杨幂宣传自己代言的

新产品，王思聪现身评论区支
持杨幂，留下“我买了”三个
字。王思聪这番操作把两人推
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更有网
友直言王思聪这操作是在官宣
恋情、豪气挺女友。

18 日，大幂幂亲自出面辟

谣。据港媒报道称，杨幂被问
及王思聪展开追求是否会接
受？杨幂非常直接地说了 7个
字：“现在工作最重要！”

从杨幂坦荡的态度可见她
与王思聪只是交情很深的挚
友，没有一丝暧昧感情。（新娱）

王思聪公开喊话杨幂被疑恋情？
杨幂7字回应表态度

17日上午，参加第22届上海
集邮节的上海市集邮协会和上
海集邮节领导、蜀陵邮学会上海
分会和丹阳分会会员、丹阳市集
邮协会领导等在丹举办邮品交
流活动，并共同参观丹阳烈士陵
园、上海战役总前委旧址纪念馆
及丹阳古代契约文书收藏馆。
图为活动现场。 （记者 溢真

通讯员 小武哥 刘克南 摄）

上海丹阳邮友
举办交流活动

新华社北京 3月 18日电 中
国冰壶协会消息，2019年世界女
子冰壶锦标赛 17日在丹麦锡尔
克堡战罢循环赛第三轮。年轻的
中国队一日双赛，先后击败芬兰
和苏格兰队，开赛以来三战三捷，
暂时与韩国队领跑排名榜。

当日，中国队第一场对阵芬
兰队。今年 1月，中国队就是凭
借在选拔赛中击败芬兰队而获得
本次世锦赛门票。如今在世锦赛
对阵，中国队开局拿到2分，次局

“偷到”1分，而芬兰队第三局得1
分。第四局，中国队把比分扩大
到6:1。在第五局对手后手仅得1
分后，中国队第六局一举拿下 4
分，以10:2逼得芬兰队提前告负。

稍做休整的中国队接着迎战
传统强队苏格兰队，前两局中国
队发挥出色取得意想不到的 6:0
领先开局。苏格兰队随后替换了
四垒队长，结果连取 5分。好在
中国队及时调整心态，至第八局
时以10:5再度拉开比分。虽然苏
格兰队第九局追回两分，但中国
队最后一局没给对手机会，以10:
7 赢得比赛。中国队队长梅杰
说，这场比赛跌宕起伏，在前两局
大比分领先后，心理上有些松懈，
这为之后的比赛敲响警钟。

目前，由 13支球队参加的本
届比赛除瑞典队出赛四场外，其
余队伍均战罢三轮。中国和韩国
三战全胜，瑞典3胜1负，加拿大、
德国、日本和俄罗斯均 2胜 1负，
苏格兰、瑞士、美国均1胜2负，丹
麦、芬兰和拉脱维亚三战皆负。

中国女子冰壶队
豪取三连胜

2019 年瑞士羽毛球公开赛
17日晚在巴塞尔决出了5个单项
的冠军，世界排名第 2的国羽头
号男单石宇奇在决赛中以 19比
21、21比 18和 21比 12击败世界
排名第 22位的印度选手普拉尼
斯，迎来个人今年的首个公开赛
冠军，也终于为国羽男单打破了
进入 2019 年以来的“冠军荒”。
另外，21岁的国羽头号女单陈雨
菲在决赛中击败日本队的川上纱
惠奈，连续两周夺冠，此前她在全
英公开赛上首度封后。

进入 2019年之后，国羽男单
主力林丹、谌龙、石宇奇先后参加
了泰国、马来西亚、印尼3站大师
赛以及德国、全英和瑞士 3站公
开赛。在前 5项比赛中，国羽男
单颗粒无收，到今年的第 6项公
开赛才打破“冠军荒”，意味着国
羽男单的状态并不稳定。随着奥
运积分赛即将在5月打响，3大男
单主力必须尽快走出低迷，才能
攒取尽量多的积分，为国羽在东
京奥运会的竞争中占得有利位
置。

瑞士羽毛球公开赛收拍

石宇奇
打破“冠军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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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丹阳市金陵西路158号
办公综合楼 1-2层对外招租，面
积约 540平方米，事业及金融单
位优先考虑。
承租联系人：赵先生
联系方式：86508101
报名截止时间：2019年4月20日

办公及营业用房对外招租启事

出租信息
●2200m2三层厂房出租，水电齐全，地址：金陵
西路圣豪驾校后华星眼镜厂院内，13706101221
●金鹰4楼德天肥牛另有发展，现对外出租，
装修豪华，一千多平米，15906106008马女士

出售信息
●大泊天工工业园厂房 4446m2,土地
7.6亩，两证齐全，电话：13706105119芮
●世纪豪都4加5，面积200m2，急售13952830116

遗失信息
●葛玉红遗失丹阳市皇塘镇露
吉超市营业执照正本，编号：
321181000201412100267，声明作
废。
●袁红芬遗失丹阳市云阳镇舒
馨家纺店营业执照正副本，正本
编 号 ：321181000201510270018，
副 本 编 号 ：
321181000201510270023，声明作
废。
●丹阳市云阳镇舒馨家纺店原
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丹阳丰润保洁有限公司原公
章遗失，声明作废。
●丹阳市化工机械有限公司工
会委会员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

核准号：J3141001098803，声明作
废。
●丹阳嘉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遗 失 ，编 号 ：
321181000201610240030，声明作
废。
●魏国遗失丹阳嘉博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原公章遗失，声明作
废。
●镇江市固新抗震建筑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银行开户许可证遗
失，核准号：L3141000007301，声
明作废。
●问家锦遗失残疾证，证号：
32118119950807351921，声 明 作
废。
●茅恒瑞遗失出生证，编号：
P320477441，声明作废。
●丹阳市界牌镇梦之源水果坊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遗失，编
号 ：JY13211810040252，声 明 作
废。
●束鸿俊遗失丹阳市界牌镇梦
之源水果坊营业执照副本，编
号 ：321181000201703070134，声
明作废。
●丹阳市长江公路大桥工程建
设指挥部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
核准号：L3141000047701，声明作
废。
●丹阳市煦庄皮鞋园区服务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正
本 编 号 ：

321181000201203080048S，副 本
编号：321181000201203080053S，
声明作废。
●丹阳市司徒镇培棠村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银行开户许可
证 遗 失 ， 核 准 号 ：
J3141004023101，声明作废。
●丹阳市鸿翔车灯有限公司银
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
J3141000655102，声明作废。
●丹阳市珥陵镇小跃家庭农场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遗 失 ，编 号 ：
321181000201705080186，声明作
废。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郭卫华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 新 桥 镇 江 滨 村 2 组 、字 第
060204号房产证遗失（灭失），根
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补
发，现声明该房产证作废。

特此声明。
2019年3月18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陈祥生因保管不善，将丹国
用（2002）字第 2102 号土地证遗
失（灭失），根据《不动产登记暂
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
规定申请补发，现声明该土地证
作废。

特此声明。
2019年3月18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庄孝南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钟发小区 6幢 3单元 202室、丹
房权证开发区字第 02015381 号
房产证遗失（灭失），根据《不动
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
十二条的规定申请补发，现声明
该房产证作废。

特此声明。
2019年3月18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杨书珍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开发区双庙贡潘、丹房权证开
发区字第 041087 号房产证遗失
（灭失），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

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
定申请补发，现声明该房产证作
废。

特此声明。
2019年3月18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因保管不善，将坐落于海宇
花园 14 幢 2 单元 104 室及 17 车
库、不动产所有权人为李尚稳的
不 动 产 证 明 他 项 权 证 号 为
20140304 号的不动产证明遗失
（灭失），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
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
定，现声明该不动产证明作废。

特此声明。
2019年3月18日

地 址 ：丹 阳 市 开 发 区 东 方 路 报 业 大 厦 咨 询 、订 版 热 线 ：86983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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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 日
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
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
行政法规的决定》（以下简称《决
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决定》提出，根据党的十九
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
决定》《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
案》和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以及推进“放管服”改革的部署，
国务院决定对 49部行政法规的
部分条款予以修改，主要内容包
括：

在机构改革方面，针对相关
部门职责整合情况，一是完善市
场监管和执法体制，修改进出口
货物原产地条例、发票管理办法

等29部行政法规；二是完善公共
服务管理体制，修改社会救助暂
行办法、烈士褒扬条例等 8部行
政法规；三是改革自然资源和生
态环境管理体制，修改全国污染
源普查条例等 4部行政法规；四
是合理配置宏观管理部门职能，
修改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等4部
行政法规。

在“放管服”改革方面，一是
取消部分行政许可事项。修改电
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等 14部行政
法规，取消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
核发等 15项行政许可项目。修
改国际海运条例，取消外商投资
经营国际船舶运输等7项业务审
批。修改道路运输条例，取消4.5
吨及以下普通货运从业资格证和
车辆营运证。二是优化审批流

程。修改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
将化妆品生产行政许可与化妆品
卫生行政许可两项行政许可整合
为一项。修改企业法人登记管理
条例和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
取消在报刊上刊登营业执照作废
声明的有关规定。三是优化涉外
技术转让环境。修改技术进出口
管理条例，删去技术进口合同有
效期内改进技术成果权属等规
定。修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
施条例，删去技术转让协议期限
一般不超过 10年等规定。四是
取消有关证明事项。修改中国公
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取消收养
人需提交的收养人所在单位或者
村委会、居委会出具的有无子女
证明等事项。

荷兰乌得勒支市发生枪击事件
3月18日，在荷兰乌得勒支市，应急人员在枪击事件现场附近

工作。据荷兰媒体报道，荷兰乌得勒支市内一辆电车上18日上午
发生枪击事件，已有3人死亡，数人受伤。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3月18日，中国首座跨越地震活动断层的跨海大桥——海南海文大桥建成通车。海文大桥（原名铺前大
桥）连接海口市演丰镇和文昌市铺前镇，全长5.597公里，其中跨海大桥长约3.959公里。大桥通车后，从海口
到文昌铺前镇的路程将由原来的1小时30分钟缩短至约20分钟。

海南海文大桥建成通车海南海文大桥建成通车

新华社华盛顿3月 17日
电 美国当地媒体报道说，美国
交通部正在对美国联邦航空局
认证波音 737 MAX系列飞机
安全过程中是否存在过失进行
调查。

3月 10日，埃塞俄比亚航
空公司一架波音 737-8 客机
（属于 737 MAX 系列）失事，
这是继去年 10月 29日印尼狮
子航空公司同型号客机失事坠
海之后，波音 737-8客机发生
的第二起空难事故。

美联邦航空局局长迈克
尔·韦尔塔此前在接受当地媒
体采访时说，卫星数据显示两
架失事客机的运动轨迹相似。
此前调查显示，狮航失事客机
因传感器读数错误使自动防失
速系统发生误判而导致坠毁。

据《华尔街日报》17 日报
道，美交通部的此次调查主要

针对该防失速系统，目前航空
局正在研究这一系统是否同时
在狮航和埃航两起空难中出现
过问题。

据报道，美交通部的调查
是在狮航空难后启动的，该调
查负责人要求航空局工作人员
保存好计算机文件，交通部将
判定航空局是否在认证波音飞
机防失速系统安全的过程中使
用了应有的设计标准和工程分
析。

此外，美交通部的调查还
涉及航空局的飞行员训练自动
化系统。该系统对驾驶旧机型
的飞行员不要求额外进行训练
就可以掌握新机型。

美联邦航空局 17 日发表
声明说，该机构的飞机安全认
证程序完善，而 737 MAX 系
列飞机的认证项目遵守了美联
邦航空局的标准认证过程。

美交通部调查波音737 MAX
获批是否存过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