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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将以“喜气
洋洋 欢乐吉祥”为主题，推出“总
书记的牵挂·一枝一叶总关情”“新
春走基层”等新闻类节目，《舌尖上
的中国》第三季、《如果国宝会说
话》等纪录片，《星光大道》《经典咏
流传》《唱响新时代》等综艺节目。

据央视总编室介绍，春节期
间，《新闻联播》将推出“总书记的
牵挂·一枝一叶总关情”五集系列
报道，围绕扶贫、农村改革、全面
小康和人民健康等内容，挖掘“走
心”故事；“欢乐中国年启航新时
代”主题灯光秀，选取全国各地城
市地标，直播体现新时代光彩和
春节氛围的夜景；“新春走基层”
包括“在扶贫攻坚主战场上”“幸
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在岗位上”

“春运故事”等多个子系列。
春节期间，央视将推出《舌尖

上的中国》第三季、《如果国宝会
说话》等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

话》用100件国宝述说中国古人
的创造力，以全新视角认识读懂
中华文化，揭秘中华文物之美；
《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将继续展
现极致诱人的美食，并从食物、人
物和文化三点出发，探讨人和自
然、人和食物、人和人的关系，突
出食物的文化感和历史感。

春节期间，央视还将推出一
系列综艺节目。《星光大道》2017
年度总决赛中，9组选手分为三
个战队分别由黄豆豆、张蕾、黄
国伦、寇乃馨带领进行三关比
拼，田华、斯琴高娃、雷恪生、蒋
大为等艺术家出任嘉宾。《经典
咏流传》将古诗词和部分近代诗
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带领观众
在一众唱作歌手的演绎中领略
诗词之美。

春节期间，央视网还将推出
系列时政报道《家国情怀总相牵
习近平筑梦新时代》，从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四个角度展开。

“喜气洋洋 欢乐吉祥”

央视众多节目陪你过春节

本报讯 2018年1月12日，
由江疏影搭档靳东主演的都市情
感剧《恋爱先生》在江苏卫视播
出。江疏影在剧中饰演“刺猬
女”罗玥，表面上一副“生人勿
进”的姿态，其实内心却是个极
度缺乏安全感的小女生。剧中，
她与靳东饰演的程皓是对不折
不扣的“欢喜冤家”，两人的情感
走向一直牵动人心。该剧播出之
后，多次拿下同时段收视第一的
好成绩。

而随着《恋爱先生》的完美收
官，江疏影主演的《一路繁花相
送》又无缝接档。该剧自2月7
日登陆江苏卫视以来，在收视率
和观众口碑方面都表现得非常强
势。剧中，江疏影饰演路非（钟汉
良）的初恋情人辛辰。

随着《一路繁花相送》的热
播，观众纷纷入坑“心扉CP”，认为
钟汉良和江疏影简直配一脸。虽
然《一路繁花相送》播出至今，路
非和辛辰因为十年前的误会，难
觅高甜瞬间，整个剧情走势基本
以“虐”为主。但是，不少观众还
是认为钟汉良是江疏影的“本命
CP”，两人从嘴角到眼神都是戏。

其实，除了钟汉良，还有不
少男神与江疏影组成过荧屏
CP。比如《好先生》中的孙红雷，
《恋爱先生》中的靳东，《旋风十
一人》中的胡歌，《在纽约》中的
李易峰，《最佳前男友》中的言承
旭等等，从小鲜肉到魅力型男，
从气质帅哥到“非典型”男神，江
疏影全都轻松hold住，堪称“男
神收割机”。 （张良）

从小鲜肉到魅力型男全都轻松hold住

江疏影堪称“男神收割机”

上赛季资格赛，上海申
花队意外掉了链子，让BIG4
变成了BIG3。这个赛季，申
花因为拿到去年足协杯冠军
而绕过了资格赛，直接参加
亚冠正赛，但即使如此，他们
的小组出线前景依然让人担
心。首先，申花这次亚冠报
名只有3个外援：莫雷诺、瓜
林、马丁斯，这意味着申花自
动放弃了亚外名额，而这也是
中超进入金元足球时代后，第
一次有球队没有报满外援名
额；其次，申花这个冬歇期并
没增补强援，这使他们的整体
实力没有明显提升，上赛季申
花的中超联赛排名只有第11

位；再次，申花目前的状态也
不算好。2月7日，申花与权
健进行了一场出征亚冠前的
热身赛。结果申花在3名外
援莫雷诺、瓜林、马丁斯均上
场比赛，而权健只有一名外援
权敬源登场的情况下，勉强和
对手打成1比1；最后，申花主
帅吴金贵执教大赛的经验让
人担忧。申花所在的这个小
组有鹿岛鹿角、水原三星以及
悉尼FC，三个对手实力可谓
相当平均，每场小组赛都不
容有失。在这样的压力下，
申花到底能交出怎样一份亚
冠答卷，确实让人相当担
忧。 （李立）

申花 果然还是让人担心

从球员配置而言，上港的
豪华程度毋庸置疑，奥斯卡、埃
尔克森和胡尔克的3人进攻组
合，足以让任何亚冠对手的后
防线头疼。尤其是胡尔克，上
个赛季的亚冠，尽管上港最终
止步于四强。但是胡尔克的表
现却相当惊艳。9个进球、7次
助攻，绿巨人无疑是上赛季亚
冠杀伤力最强的球星之一。

不过，上港的问题也同样
突出。首先是稳定性不够，在

关键比赛中缺乏经验的上港，
常常会意外掉链子。其次，球
队主力阵容虽然足够强，但是
替补阵容依然薄弱，这会给球
队三线作战带来隐忧。再次，
换帅之后，上港势必要经历一
个震荡期。从上一场资格赛表
现看，上港近来的状态不算好，
他们只是以1比0的比分，勉
强击败了泰国清莱联队，最终
闯入了亚冠正赛。在这样的情
况下，上港势必要异常谨慎，才
能确保自己小组晋级。毕竟他
们所在的F组，拥有J联赛冠
军川崎前锋、K联赛季军蔚山
现代和澳超球队墨尔本胜利，
小组对手们的实力相当强。

上港 稳定性依然是隐忧

虽是亚冠新军，但是权健
确实有值得期待的地方。从
中甲到中超，只用一年就拿到
亚冠参赛资格，再加上大牌外
援纷纷加盟，这样的权健有着
当初恒大崛起的影子。

事实上，从2017年联赛
结束后，天津权健队就已经开
始为亚冠进行准备。从球队
的配置看，阵容相对稳定。在
本次亚冠联赛的报名名单中，
维特塞尔、帕托、莫德斯特与
权敬源 4名外援全部入选。
至于换帅所带来的问题，从亚
冠资格赛的表现看，大家对于
新帅索萨的战术打法也比较
适应，配合度不错。

当然，新军肯定也有新军

的问题，那就是亚冠比赛经
验。只有一年中超经验，亚冠
经验为零的权健，是否能顶住
压力，是他们最终能走多远的
关键所在。此外，现在对于权
健队来说，最需要做好的就是
如何保证双线作战下的平衡。
亚冠固然重要，中超同样不能
舍弃，随着亚冠小组赛开始两
轮比赛后，中超联赛也将随之
开始。对于新帅索萨来说，中
超联赛同样陌生，而且很多对
手实力可能比亚冠球队更强。

对于权健来说，好消息就
是他们的首个对手中国香港
杰志队目前状态平平。首战
能遇到这样的对手，权健确实
大有希望打出开门红。

权健 新军的梦想很大新军的梦想很大

在亚足联官网评选出的十
大值得期待的球星中，上港的
胡尔克和权健的维特塞尔入
围，排在第1位和第2位，而作
为两届亚冠冠军得主的中超霸
主广州恒大，却没有一名球员
入选。仔细想想，恒大没有球
员入选这十大球星之列也不奇
怪，一是因为上赛季恒大在亚
冠比赛中确实不是很给力，打
到八强就被上港淘汰出局；二
是上赛季亚冠恒大确实没有表
现太突出的球员，无论是本土
球员还是外援，表现都不温不
火；三是新赛季的恒大引援很
平淡，没有值得期待的大牌外
援加盟。

不过，虽然恒大在亚冠的
统治力在下降，但从整体实力
和亚冠经验来说，他们还是中
国4支参赛队中最让人放心的
一支。

本周三，恒大将在主场迎
战武里南联队，该队日前已正
式公布了亚冠的参赛名单。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名单中
并 没 有 展 现 出 太 多 的“ 惊
喜”。首先，此次武里南联队
中只有7人有亚冠首发经验；
其次，武里南联队名单中有
12人是20岁或以下的球员，
年轻人较多。以恒大的稳定
状态，首战拿下对手应该有较
大把握。

恒大 统治力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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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的名称：珠海城市形象宣传片制作（含城市主题曲ＭＶ）采购项目
二、购买招标文件时间：2018年2月13日起至2018年2月28日止，每天

8:30-12:00，14:30-17:30（节假日除外）。
三、网上注册报名时间：自2018年2月13 日8：30起至2018年3月28日

17:00止。
四、招标代理机构联系方式：中山远信工程咨询招标有限公司（珠海市香洲

区洲山路4号中侨兴商业大厦1栋508室），联系人：李贤圣0756-2260258/
18319209294（项目咨询），黄小姐、0756-2261158/13250038727（报名咨询）

五、发布公告的媒介：招标公告在《珠海特区报》、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站http://ggzy.zhuhai.gov.cn/上发布，招标过程的澄清、答疑及其他特别公
告以交易中心网站公布为准。

珠海电广传媒有限公司
中山远信工程咨询招标有限公司

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8年2月13日

招标公告 （项目编号：1700556C）

珠海经济特区燃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192
57688XU）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注册
资本由原来10000万元人民币减少
至3000万元人民币。请债权人自
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
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
登记。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根据《珠海市房地产登记条例》
第四十四条规定，珠海市不动产登记
中心金湾分中心对权利人：冯熹、伍
秀屏，位于金湾区西湖城区山湖海路
8号41栋2702房（证号：粤房地证珠
字第0200034958、0200034959号）
灭失补发申请，经初步审定，现予以
公告。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自登
报之日起九十日内送达珠海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金湾分中心。期满无异
议，金湾分中心补发新的不动产权
证，原证作废。

特此公告。
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二0一八年二月十二日

补发公告（金湾）

招 标 公 告
雅 灏 花 园 项 目 位 于 珠 海 市 唐 家 湾 镇 兴 中 路 。 总 建 筑 面 积

277540.19m2。现对本项目前期物业服务进行公开招标，邀请物业服务企业
前来投标。

报名条件：依法在珠海市境内注册登记备案、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物业
公司、具有ISO9001\ISO14001\OHSAS18001认证、有上市公司背景。

招标人：珠海市雅瀚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珠海市雅灏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兴中路雅居乐项目
招标文件获取办法：2018年2月26日内自行至招标人处购买。
招标截止日期：2018年2月28日。
招标人联系电话：18675390380，联系人：冼生。

珠海市雅瀚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珠海市雅灏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三日

因珠海市区至珠海机场城际轨道
交通拱北至横琴段项目建设需要，根
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国务院令第590号）的相关规定，现
决定依法征收珠海市区至珠海机场城
际轨道交通拱北至横琴段项目用地范
围内房屋（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
回），具体决定征收事项如下：

一、征收项目名称
珠海市区至珠海机场城际轨道交

通拱北至横琴段。
二、征收范围
珠海市区至珠海机场城际轨道交

通拱北至横琴段项目用地位于拱北至
横琴，包括用地蓝线范围，车站出入
口、风亭等配套设施，以及交通疏解临
时道路用地范围内的房屋、青苗及地
上附着物，详见珠海市区至珠海机场
城际轨道交通拱北至横琴段项目用地
范围图。

三、房屋征收补偿法律主体、房屋
征收部门及房屋征收实施单位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政府是本项目
用地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
法律主体，珠海市香洲区征地和城市
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是本项目用地范

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部门，珠海
市香洲区湾仔街道办事处是本项目用
地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实施单
位，珠海市国土资源局香洲分局负责
本项目用地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补偿政策法规指导工作。

四、征收补偿协商、签订协议期限
自本决定书发布之日起30日内。
五、征收补偿方案
征收补偿方案是按照《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相关规定制
订，详见《珠海市区至珠海机场城际轨
道交通拱北至横琴段项目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六、征收行为限制
房屋征收范围确定后，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实施新
建、扩建、改建房屋和改变房屋用途等
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行为；违反规定
实施的，一概不作任何补偿，所造成的
损失自行承担。

七、被征收人的行政救济方式
被征收人对本征收决定不服的，

可以在本决定书发布之日起60日内
向上一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
八、被征收人的义务
被征收人应当积极配合房屋征收

部门、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做好房屋征
收补偿工作。

九、现场接待地点
1.珠海市香洲区湾仔街道办事处
地址:香洲区湾仔下沙路3号
联系电话：0756-8810077
2.珠海市香洲区征地和城市房屋

拆迁管理办公室
地址：香洲区教育路青春一街1号
电话：0756-2606768
3.珠海市国土资源局香洲分局
地址：香洲区南屏镇坪岚路4号
电话：0756-8813298

附件：1.珠海市区至珠海机场城
际轨道交通拱北至横琴段项目用地范
围图

2.珠海市区至珠海机场城际轨道
交通拱北至横琴段项目国有土地上房
屋征收补偿方案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政府
2018年2月13日

珠海市区至珠海机场城际轨道交通拱北至
横琴段项目房屋征收决定书

珠海市宏纺贸易有限公司（原
珠海科大实业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位于保税区宝汇路东侧、宝顺路北
侧地块的建设用地红线图及规划设
计要点（项目名称：工业、仓储，编
号：珠规地字[保税]（2001）007号），
特此声明遗失，若有异议，自登报之
日起三十日内向规划部门反映，规
划部门受理电话：8687541。

遗失声明

通 告
香洲区人民医院改扩建工程项目需对香洲区兰埔路180

号4栋302房进行征收，现拟确权该房屋属香洲区人民医院所
有，对上述房屋权属有异议者，请于登报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向珠海市香洲区征地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提出书面意
见，联系电话：0756-2617581，地址：珠海市香洲区教育路青春
一街1号。

珠海市香洲区征地和城市房屋
拆迁管理办公室
2018年2月13日

去年申花队在亚冠资格赛中掉了链
子，让亚冠小组赛中的中超 BIG4 变成
BIG3；今年上港和权健一起发力，成功突
围，杀入正赛，再度变回BIG4一起征战亚
冠小组赛。4队一起出击，自然就会被比
较，那么，今年4队中谁最能让人放心呢？

2018亚冠小组赛今天开打

BIGBIGBIGBIGBIGBIGBIGBIGBIGBIGBIGBIGBIGBIGBIGBIGBIGBIGBIGBIGBIGBIGBIGBIGBIGBIGBIGBIGBIGBIGBIGBIG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战力谁最强战力谁最强战力谁最强战力谁最强战力谁最强战力谁最强战力谁最强战力谁最强战力谁最强战力谁最强战力谁最强战力谁最强战力谁最强战力谁最强战力谁最强战力谁最强战力谁最强战力谁最强战力谁最强战力谁最强战力谁最强战力谁最强战力谁最强战力谁最强战力谁最强战力谁最强战力谁最强战力谁最强战力谁最强战力谁最强战力谁最强战力谁最强？？？？？？？？？？？？？？？？？？？？？？？？？？？？？？？？

《一路繁
花相送》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