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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茅猛科 通讯
员 蔡文菁）近日，吕城镇“文化有
约”全民艺术普及广场舞培训班
在该镇文体中心火热开班。这是
吕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化服
务平台推出的创新活动形式，有
力推动了该镇群众文化事业高质
量发展。

培训中，老师从肢体动作表
达到面目表情展现，对大家进行
了认真系统的讲解，并手把手进
行手势、步伐等技术辅导。经过
老师一个半小时的精心教导，学
员们都掌握了基本的动作要领，
活动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本次培训是丹阳市“与艺同
行”全民艺术普及乡村课堂项目
之一，面向全镇广场舞爱好者免
费开放，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积极
响应。通过此次公益课堂活动，
提高了吕城镇广场舞爱好者的广
场舞表演水平，丰富了他们精神
文化生活，使他们享受到了文化
惠民的成果。据悉，此次广场舞
培训班将连续举办 10课时，极大
程度上满足该镇广场舞爱好者的
学习需求。与此同时，戏曲、文学
创作、吉他、儿童画、软笔书法等
公益课堂也将相继开班。

新华社法国戛纳 5 月 25 日

电 第 72 届戛纳电影节 25 日闭
幕，第二次入围主竞赛单元的韩
国导演奉俊昊凭借影片《寄生虫》
将最高奖最佳影片金棕榈奖揽入
囊中。

这是继去年日本影片《小偷
家族》获金棕榈奖之后，亚洲影片
再次折桂戛纳电影节。《寄生虫》

讲述一个无业家庭的长子在面试
高薪家教过程中发生的意想不到
的故事，是一部家庭悲喜剧，通过
两个家庭的贫富差距反映韩国社
会两极分化的问题。

2000年，奉俊昊凭借长篇处
女座《绑架门口狗》一展导演才
华。此后，凭借《杀人记忆》《雪国
列车》等影片，奉俊昊多次在东京

国际电影节、亚太电影节等赛事
中获奖或获得提名。2017年，他
执导的影片《玉子》入围戛纳电影
节主竞赛单元。

当晚，本届电影节各大奖项
均尘埃落定。其中，比利时导演
让-皮埃尔·达尔代纳和吕克·达
尔代纳两兄弟因执导《年轻的阿
迈德》而获最佳导演奖；西班牙演

员安东尼奥·班德拉斯凭借在《痛
苦与荣耀》中的精湛表演获最佳
男演员奖；最佳女演员奖花落《小
小乔》女主角、英国女演员埃米
莉·比彻姆。

此外，法国导演马蒂·迪奥普
执导的《大西洋》获本届电影节评
审团大奖；法国影片《悲惨世界》
和巴西影片《巴克劳》同获评审团

奖；法国女导演塞利娜·夏马凭借
自编自导的影片《燃烧女子的肖
像》获最佳编剧奖；巴勒斯坦导演
埃利亚·苏莱曼新作《必是天堂》
获评委会特别提及奖。

本届戛纳电影节5月14日开
幕，包括中国导演刁亦男新作《南
方车站的聚会》在内的 21部影片
入围主竞赛单元，角逐金棕榈奖。

韩片《寄生虫》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

猛龙战胜雄鹿挺进美职篮总决赛

创新活动形式 推动文化事业发展

吕城镇广场舞培训班开课

大赛现场。

2019传统武术大赛在九中体育馆举行

本报讯 （记者 李潇 通讯
员 姜民忠） 26 日，由市体育总
会主办，市武术运动协会承办的

“2019 年丹阳市第五届‘卓源工
具’杯传统武术大赛”在九中体育
馆举行，来自城区及各乡镇的 19
支代表队近300人参赛。

据了解，此次参赛人员年龄

层次较广，选手年龄从 10岁以下
到 70岁以上不等，竞赛项目包括
太极拳、太极剑、少儿武术、少林
拳、散打等多个项目。赛场上，无
论是久经战场的“老将”，还是初
出茅庐的“新手”，都奋勇争先，全
身心投入。

5月 25日，金星舞蹈团针对
网传金星病重、瘫痪、留下遗愿一
事发表了律师声明。声明中指
出，上述行为已经构成对金星名
誉权、肖像权等权利的侵害。相
关公众号若不及时纠正错误，金
星将追究其法律责任。舞蹈团声
明发出后，金星本人转发称“警告
无良自媒体：人生苦短，多积善
德。助我者昌，毁我者亡”！

金星舞蹈团在声明中表示，

近日名为“女神最辣”的公众号多
次发布金星“卧床等死”“凄惨求
死”“瘫痪等死”等虚假文章。律
师声明中指出，文中使用侮辱性
词汇及配有金星照片的行为已经
侵害了金星名誉权、肖像权等民
事权利，同时涉嫌构成侮辱罪或
诽谤罪。对此，金星舞蹈团表示，
如果相关公众号不及时纠正错
误，金星将采取民事诉讼、刑事自
诉等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金星发律师函警告造谣自媒体：
人生苦短，多积善德

美国当地时间5月25日，洛杉
矶警方发布声明，称已经逮捕“漫
威之父”斯坦·李的前经纪人科亚·
摩根。据悉，摩根涉嫌对斯坦·李
进行虐待和侵吞财产。此次警方
表示在斯坦·李去世（2018年11月
12日）前8个月，就已开始针对摩
根的虐待老人嫌疑展开调查。

10天前，摩根被洛杉矶检方
以五项虐待老人罪名起诉，指其对
斯坦·李进行非法监禁、造成身体
伤害，对其财产进行可能的贪污、

伪造、偷窃和诈骗，其中四项罪名
为重罪。如成立，摩根可能面临最
高达10年的监禁。

2018年2月开始，斯坦·李的
生意开始由摩根管理。而随后，
在去年的一份法庭文件中，摩根
被指控挪用、私吞斯坦·李的财
产达 500万美元。警方表示，斯
坦·李的财产总价值超过 5000万
美元，却没有明确的保护，导致
投机主义者能够插手他的生活，
控制他的财产。

斯坦·李前经纪人被逮捕
或将面临最高10年监禁

2019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
球混合团体锦标赛26日在广西
南宁决赛战罢，由年轻选手担
纲主力的中国队以 3：0战胜日
本队，在已经举办了 16届的赛
事历史上第十一次捧得苏迪曼
杯。

决赛打满3场，首场男双比
赛，中国队“双塔”组合李俊慧/
刘雨辰以 21：18、21：10直落两
局，战胜日本组合远藤大由/渡
边勇大，为中国队赢得开门红。

女单比赛，陈雨菲面对打
法灵活的老对手山口茜时沉着
应对，在17：21先丢一局的情况
下，21：16、21：17 连扳两局取
胜。由此，陈雨菲在本届苏杯
赛场上代表中国队出战了全部
4场女单比赛并获全胜。

男单比赛，世界排名第二的
石宇奇迎战世界头号选手桃田
贤斗。第一局桃田贤斗心态更
稳、反应敏捷，先下一城；第二局
石宇奇势如破竹，打出了21：5的
比分；第三局关键局，石宇奇顶住

压力稳扎稳打，凭借着有效的进
攻，最终以21：11战胜桃田贤斗，
为中国队锁定胜局。

细数 16届苏迪曼杯历史，
中国作为东道主举办了五次，
此前四次分别是 2005年北京、

2009 年广州、2011 年青岛和
2015年东莞，中国全部是全胜
夺冠，2005年和 2009年更是一
路送蛋未丢一分，今年在南宁
也是连赢四场闯进了决赛，最
终力克日本顺利夺冠，收获了
苏杯主场 25连胜，值得一提的
是 2005年北京和今年南宁，中
国队都是在前一届被韩国队终
结连冠后，回到主场重新夺冠，
从而开启又一个王朝，也算是
主场的幸运。

这是中日之间连续三届苏
迪曼杯在最后阶段相遇，除了
这两次决赛，在两年前中国在
半决赛上3：2险胜过关，可以说
连续三届阻挡了日本的梦想，
而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几年内中
日在团体赛上的争霸将成为主
旋律，中国队在夺得苏杯之后
也不能骄傲，一年后的奥运会
将是双方的又一个主战场，两
年之后的苏迪曼杯还将在中国
举行，希望到时我们能够在苏
州继续捍卫主场荣誉。

3：0完胜日本

中国队时隔4年重新捧得苏迪曼杯

比赛现场。

中国队赛后欢庆苏杯11冠。

新华社电 美职篮东部决赛
当地时间 25日进行了第六场较
量，主场作战的多伦多猛龙队以
100:94战胜密尔沃基雄鹿队，以
4:2的总比分挺进总决赛，这也
是猛龙队史上首次挺进总决赛，
接下来他们将挑战卫冕冠军金
州勇士队。

雄鹿当家球星安特托昆博
本场贡献 21分和 11个篮板，表
现还算不错，但却不足以带队获
胜。“字母哥”在常规赛大杀四
方，但在同猛龙的东部决赛中却
没有体现出自己的威力。

猛龙此前虽然是季后赛常

客，但却多次被巨星詹姆斯领衔
的克利夫兰骑士队挡住去路，本
赛季随着詹姆斯远走洛杉矶湖
人队以及伦纳德加盟猛龙，“北
境”龙王终于在天时地利人和的
共同作用下闯进总决赛。在同
雄鹿的东部决赛中，雄鹿曾大比
分 2：0领先，但猛龙连胜四场，
让东部头号种子俯首称臣。

“总比分 2：0的领先并不意
味着你可以锁定最后的胜利，你
得学会打逆风球，学会在最后时
刻咬紧牙关。雄鹿还需要进一
步提高实力，不仅是整体的水
平，个人单打能力也必须提高。”

安特托昆博赛后说。
雄鹿主帅布登霍尔泽对球

队失利感到失望。他说：“我们
组建的球队阵容让人非常有自
信，常规赛我们战绩也不错，这
也让我们相信自己有实力取得
突破，但是最后却没有发生，这
很令人失望。”

总决赛将在 30 日拉开战
幕，第一场较量猛龙队坐镇主场
迎战勇士队。“勇士队是史上最
强的球队之一，击败他们是非常
困难的任务，我们将全力以赴。”
猛龙主帅纳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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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5月26日电 近
日，“水氢发动机在南阳下线”相
关消息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质
疑。针对公众关心的几个核心问
题，记者实地采访了相关政府部
门、企业以及行业专家。

一问：
“车载水解制氢”
技术是否可以实现？

据媒体报道，青年汽车集团
有限公司研发的“车载水解制氢”
系统可“实时制取氢”，并且在南
阳试制了“车载水解制氢”氢能源
汽车。24日，记者在河南南阳实
地走访，看到了那辆“水氢发动机
车”。

相关项目负责人对记者介
绍，技术的基本原理是“铝合金粉
末 催化剂 水”反应制氢。“在催
化剂作用下，‘制氢材料’与水反
应产生氢气，氢气通过氢电堆产
生电，给电机供电，驱动车辆行
驶。”他还称，目前，加100公斤的

“制氢材料”、300升的水，汽车可
以跑300公里。

针对公众对“车载水解制氢”
技术的质疑，记者采访了行业专
家。

国家新型储能电池与材料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四
川省电子学会新能源专委会主任
委员吴孟强称，“催化剂”只能改
变反应历程，可提高产氢速率、效
率，但不能提供额外的能量。他
认为，即使通过水解反应提供氢，
但供氢效率是否足以成为汽车能
源也需要验证。

该技术宣称能攻克现在公认
的车载实时供氢技术难点，对此，
国家新能源车技术创新中心燃料
电池领域技术人员认为其中难点
有三：

一是要控制产氢速率和气量
以匹配燃料电池端需求；二是对
氢气的纯度和成分有相应的要
求；三是压力指标是否符合燃料
电池的要求，同时考虑反应热的
问题；这些难点都是在实际工程

应用中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
南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蒋璞表示，不论是研发还是试验，
该车都只是样车，还需不断通过
技术创新，进一步改造提升，目前
车可以开着跑，但还未具备批量
生产的条件。

对于相关技术是否经过专家
评审和论证，青年汽车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庞青年表示“还没
有”。

二问：
政府是否投入巨资？

针对网上流传的“南阳市政
府出资 40亿元支持企业”问题，
南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乔
长恩说，这个情况是不存在的，市
委市政府非常慎重。“市里的财政
状况我们是非常清楚的，不可能
有那么多钱一下子砸进去。”

26日，南阳高新区管委会回
应相关问题时表示，目前项目尚
未立项，没有实质性启动，不存在
40亿元投资问题。

但据记者了解，南阳与庞青
年存在其他资金关联。

一是成立合资公司。2018
年11月27日，南阳高新区投资有
限公司、金华市青动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合资成立了南阳洛特斯新
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
亿元，其中南阳方面认缴出资金
额 9800 万元，占股 49%。据了
解，金华市青动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与青年汽车集团存在密切关
联。

二是购置 72 台氢能源公交
车。据南阳市政府采购网的成交
结果公告显示，南阳市公共交通
总公司今年4月采用单一来源采
购的方式，以单价 120万元、总金
额 8640 万元向南阳洛特斯采购
了72辆氢能源公交车。

采购公示在解释采用单一来
源采购方式的原因时，一是称南
阳洛特斯是南阳市政府和金华青
年汽车集团共同投资 80亿元合
资组建的客车生产企业；二是称

南阳市人民政府办公会议纪要
（宛政纪〔2019〕4 号），同意购置
服务“南阳 2019月季洲际大会”
所需的 72辆公交车，所购车辆优
先购买南阳洛特斯生产的新能源
公交车。

除了资金，南阳是否对南阳
洛特斯有土地和厂房等优惠政策
支持？南阳市政府相关部门负责
人表示，相关项目占地 1000亩，
刚开始规划，征地完成了一半多，
还没有开始建设。

记者实地走访看到，目前，南
阳洛特斯工商登记的地址——南
阳高新区中关村科技产业园A1
楼7楼，房间为闲置状态，玻璃门
紧锁，屋内空无一物。南阳洛特
斯目前租用了位于南阳市中州西
路的一处厂区。南阳洛特斯工作
人员介绍，整个厂区是今年 3月
份新租的，厂房建筑面积超过 1
万平方米，准备租3年，待新厂房
建好后再移址。

记者现场看到，厂区空地上

停了3辆白色物流车，其中1辆正
是备受质疑的“车载水解制氢”汽
车。据记者了解，目前厂区仅此
一辆。在厂房的总装车间，记者
见到两条生产线，分别是自带储
氢罐的氢能源公交车和物流车生
产线，而非“车载水解制氢”车。
据南阳洛特斯工作人员介绍，目
前南阳厂区尚未交付过氢能源公
交车和物流车，而今年 4月南阳
购买的 72辆氢能源公交车都是
在浙江金华生产的。

三问：
企业是否
存在严重失信问题？

很多网民质疑该项目背后的
青年汽车集团是一家严重失信企
业。记者调查发现，青年汽车集
团以及其负责人庞青年，近年来
确实多次发生失信问题。

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
示，庞青年近年来被浙江、河南、

山东、宁夏、陕西、贵州、江苏等地
的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其包
括青年汽车集团在内的部分企业
多次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企业，其
中多处失信行为具体情形为“有
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义务”。

除信用污点外，金华青年汽
车制造有限公司 2017年因“实际
安装电池容量小于公告容量”等
违规行为，被工业和信息化部行
政处罚。

对庞青年及其企业的信用污
点，乔长恩表示，在招商引资前是

“掌握这个情况的”。
据记者了解，此次并非南阳

首次招商引入有污点的企业。据
南阳市交通运输局官网消息，
2016年 5月 21日，南阳市政府与
巴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京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计划投资人民币
100 亿元用于巴铁应用线的建
设、机车购置、站台建设等。

三问南阳“水氢发动机”项目

美方经济霸凌行为严重践踏多边贸易规则
——中国贸促会会长高燕就美对我新一轮加征关税影响答记者问

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近
日，美方启动对约 2000亿美元中
国输美商品加征 25%关税，还动
用国家力量无端打压中国企
业。如何看待美方不断升级中
美贸易摩擦？这将给中美两国和
世界经济带来哪些影响？持续一
年多的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企业
和市场是否造成较大冲击？中国
贸促会会长高燕近日接受了记者
采访。

美方经济霸凌行为严重
践踏多边贸易规则

记者：近期，美方不断升级贸
易摩擦，不仅在中国输美商品加
征关税问题上步步紧逼，还动用
国家力量无端打压中国企业。您
对此如何看待？

高燕：美方的经济霸凌行为、
极限施压做法，严重阻碍中美经
贸磋商，严重践踏多边贸易规则，
严重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
全，与市场竞争原则背道而驰，与
基本商业道德背道而驰，与经济
全球化潮流背道而驰。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加征关

税的一个借口是中美贸易失
衡。研究表明，美方现行统计方
法是片面的，忽略了服务贸易、
跨境投资对贸易的影响，所谓中
美贸易失衡是个“伪命题”。采
用“基于所有权贸易顺差”的方
法计算，按两国企业在对方国
家子公司统计口径，2009 年至
2017 年中美之间贸易顺差逐年
缩小，2017 年仅为 450 多亿美
元。如果统计口径放宽到两国
企业在对方国家投资的所有企
业，2009 年至 2017 年美国对华
一直存在贸易顺差，且顺差规模
从 140 多 亿 美 元 不 断 扩 大 到
1600多亿美元。

各国间的经贸摩擦不是现在
才有的，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
会有。经贸摩擦问题客观存在，
关键是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处
理，不能动辄小事放大、经济问题
政治化甚至以势压人。

我们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
行而不是倒行逆施，希望美方虚
己以听而不是唯我独尊，希望美
方诚信守诺而不是出尔反尔，希
望美方回归正轨而不是误入歧
途。

美方不断升级贸易摩擦
殃及中美和世界经济

记者：您如何评价美加征关
税、不断升级中美经贸摩擦给中
美两国乃至世界经济带来的影
响？

高燕：中美在世界经济发展
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各自处
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不同位
置。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美
经贸合作相互依存、密不可分，两
国产业已结成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利益共同体，可以说“一荣俱
荣、一损俱损”。美方对华为公司
进行无端打压后，美国半导体公
司股价暴跌就是不争事实。

贸易战没有赢家，美方种种
损人不利己的做法，不仅会对中
国企业带来影响，也会自食其果，
对美国企业、美国消费者造成影
响，更将殃及世界经济。近日，华
为公司刚宣布关闭在美工厂就有
当地民众抗议。美中贸委会、美
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等机构纷纷
反对对华升级关税。经合组织发
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认

为，中美贸易争端激化可能导致
2021年至 2022年全球GDP损失
0.7%，量化为近6000亿美元。

我始终认为，合作是最好选
择，也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正确选
择。只有切实遵循双方业已确定
的原则和方向，抱着相互尊重、
理性务实的态度，加强沟通协
商、促成合作共赢，才能推动中
美经贸往来和两国关系健康稳
定发展。

中国企业应对经贸摩擦
更为自信从容

记者：在您看来，持续一年多
的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企业和中
国市场是否造成较大冲击？

高燕：中国物质基础雄厚，产
业体系完整，市场规模巨大，经济
发展的韧性足、内生动力强、回旋
空间大。过去一年多，中国企业
在应对中美经贸摩擦中得到历
练，综合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开
拓海外市场能力进一步提升。

中国贸促会在东南沿海等地
区调研了解到，面对骤然升级的
中美经贸摩擦，中国企业应对更

为自信从容。有一些企业的出
口，并不是单一的美国市场，美国
是一个重要的市场，但同时还有
欧盟、东南亚、拉美等其他市场，
也就是说“东方不亮西方亮”。

事实上，尽管中美经贸摩擦
加剧，但中国依然是外商投资热
土。美中贸委会调查显示，90%
的美资企业认为中国是最重要的
一个市场，95%的美资企业表示
将保持或增加对华投入。日本贸
易振兴机构报告显示，日本企业
继续看好中国市场，在日企对外
出口、投资、跨境电商战略中，中
国市场均排名第一。埃克森美
孚、特斯拉、宝马等不少跨国公司
均加大了对华投资。第二届“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
各国企业签署 640多亿美元的项
目合作协议。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大棒，既阻
挡不了中国经济稳定向好的发展
态势，更改变不了中国大踏步推
进改革、扩大开放的既定方向。
中国将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
办好自己的事情，推动中国经济
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