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苏广华 美编：林燕芳

综合

2019.3.13��星期三

INFORMATION TIMES

C07

·新东莞

孩子们的日常练习。

去年，第 23 届大学生原创影片大赛、辽宁首

届青年剧本评审大会在辽宁师范大学举行。本届

大学生原创影片大赛包含四个竞赛单元： 剧情

片、动画片、纪录片、实验短片。 青年剧本评审会

由辽宁青年影视基地与辽宁大学生电影节组委

会联合举办，旨在鼓励青年剧作家，为影视业储

蓄创作人才。

大赛共收到参评剧本共计 258 份，参赛者涵

盖了辽宁省各综合类大学及本省专业院校的在

校学生，以及毕业五年内的青年编剧。 经过筛查

及初审，共有 23 个剧本进入终评阶段。评委会主

席由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导演系副主任李海

亮担任，国内著名影视制片人陈硕罡、曾斩获金

马奖最佳导演的钟伟以及影视界的专家做主

审。最终评出 8 部获奖作品，其中一等奖 2 名、二

等奖 2 名、三等奖 4 名。 8 名获奖者将获得奖金。

陈硕罡指出，很多剧作家不明白文学剧本无

论多么优秀还不能够作为影视拍摄的操作蓝

本， 进行影视拍摄的作业蓝本必须另外编写分

镜头剧本。这就导致一些优秀剧本不能入选。 分

镜头剧本是进行拍摄作业的依据， 但并不是剧

本本身，导演可以事先进行完整编写，也可以在

拍摄过程中根据演员、场地、灯光、天气等实际情

况边拍摄边编写。 李海亮也十分赞同这一观点，

认为入围的 23 个剧本类型很广泛， 他特别喜欢

的是其中 8 部惊悚、悬疑、犯罪、生活类的剧本，

虽然年轻作家离这种题材很远但写得很好。 陈

硕罡认为， 分镜头剧本具体化到了镜头或镜头

组， 可以大致窥见将要拍摄出来的影视作品概

貌， 剧本评审是否会要求制片人递交分镜头剧

本？ 但这样要求导致制作单位难以操作。 钟伟

说，去年涌现出很多新导演，希望通过这样的活

动培养更多新力量，让中国电影更丰富，好面对

未来的好莱坞狂潮。

此外，获奖学生现场讲剧本，影视公司高管

台下听。 8 名得奖者要向大家介绍剧本的梗概和

创作初衷，仿佛是一次公开的剧本推介会。 陈硕

罡认为这种设计相当用心， 因为在正常的商业

语境下，电影剧本如果想得到投资人的投资，需

要创作者有“讲剧本”的能力。 不仅会写，还要会

说。 而台下就座的嘉宾里，就有包括东盛影业总

经理王文达、乐视影视营销宣传负责人刘云涛、

兄弟影业副总裁庄黎明等电影公司高层， 以及

来自辽宁广电总局剧本中心、 中国广播电视协

会制片委员会、韩中（中韩）文化艺术交流协会

等机构的嘉宾。 现场还发布两个剧本征集启事，

持续推动和鼓励青年编剧团体的创作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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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6 日

（ 本周六）

晚 8 点，

“童声飞扬———2019 年东莞文化周

末少年合唱团音乐会”将亮相星海

音乐厅。 据悉，这是文化周末少年

合唱团继 2010 年五周年星海专场

音乐会后，第二次在这个世界著名

的高雅艺术殿堂星海音乐厅举办

音乐会。

本次音乐会，文化周末少年合

唱团将全团出动，约 260 位小朋友

参加， 演出继续沿用合唱团一贯

的表演风格 ， 既有中国特色作

品，也有多首外国经典名曲。 如

中国的《城南送别》《落雨大》等

旧曲新唱，有近年新推出的合唱

流行曲，还有著名电影《大鱼海棠》

主题曲《大鱼》、电影《修女也疯狂》

主题曲等。

据悉，文化周末少年合唱团是

由莞城街道办事处主办的文化周

末系列工程之一，团员由来自全市

的各小学生和初中的学生组成。 作

为一个由镇街打造的少年合唱团，

文化周末少年合唱团在东莞童声

合唱领域中水平较高，多次受邀参

加演出，并荣获多项殊荣。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3 月 11 日， 东莞茶山镇召开

用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会，就全

市近期发生燃气热水器一氧化

碳中毒事件进行通报，传达东莞

市市长肖亚非针对直排式热水

器专项整治的批示精神，要求相

关部门与各村

（ 社区）

深入有效

地做好直排式热水器专项整治工

作，坚决防范和遏制燃气中毒事故

发生。

会后， 相关部门迅速采取行

动，深入到村民家中、出租屋内实

地检查燃气安全情况。 对于不符合

燃气安全要求的热水器，检查人员

当场进行了拆卸，现场安装上强排

式热水器，并对相关的住户、房东

进行安全用气的宣传教育。 茶山镇

委副书记王东波表示，出租屋是使

用直排式燃气热水器最集中的地

方，要重点围绕出租屋场所，切实

压实屋主和二手房东责任，避免危

险事故发生。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周岚蓝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记者从东莞市商务局获悉，

第十一届中国加工贸易产品博览

会

（ 下称“ 第十一届加博会”）

将

于 4 月 18 日~21 日在东莞的广东

现代国际展览中心举办。 目前，

已有来自 19 个省、 自治区、 直辖

市及港台地区的 800 多家企业报

名参展， 申请展位 2195 个， 超额

完成招展任务。

19

个省市区企业参展

据悉， 3 月 8 日下午东莞市副

市长张冠梓率东莞市商务局、 市

投资促进局拜访了省商务厅， 就

第十一届加博会等问题与省商务

厅厅长郑建荣进行会谈和交流。

会上， 东莞市商务局代表加

博会秘书处办公室汇报了第十一

届加博会筹备进展情况。 目前，

已有来自广东、 北京、 广西、 海

南、 湖南等等 19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及港台地区的 800 多家企

业报名参展， 申请展位 2195 个，

超额完成招展任务。

郑建荣表示， 东莞作为加博

会承办城市，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 前期做了大量的工作， 为展

会的成功举办打下基础。 省商务

厅将与东莞市共同做好嘉宾邀请、

配套活动以及宣传推广等工作。

特别是宣传方面， 要结合大湾区

的规划建设， 邀请中央媒体前来

采访报道， 力争推出一批有分量、

有影响力的报道。

加博会迄今已成功举办十届，

向专业化、 市场化和国际化方向

稳步发 展 ， 共 吸 引 9600 多家

（ 次）

企业参展， 累计超过 110 万

人次入场观展采购， 共达成商贸

项目超 8 万个， 成为中国加工贸

易梯度转移及国际产能合作的交

流平台、 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市

场平台。

突出品牌等四大元素

今年， 第十一届加博会将紧

紧围绕“进一步提升展会品质”

的目标， 全面实现“产品提升”

和“功能提升”， 重点突出内销、

品牌、 电商及进口等四大元素，

将展会打造成展示我国对外贸易

创新发展最新成果的盛会。

据介绍， 第十一届加博会计

划展览面积 5 万平方米， 继续按

照“1+6” 专业化模式办展。 其

中， “1” 是指主题展， 包括三大

板块： 一是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商

机展， 将邀请全国加工贸易梯度

转移重点承接地和粤东西北产业

转移承接区到会推介发展商机，

引导加工贸易梯度转移； 二是工

业设计展， 旨在通过打造设计辅

助支援类平台， 推动加工贸易企

业创新发展； 三是粤港澳大湾区

规划及加工贸易创新发展成果展，

将集中展示中央关于粤港澳大湾

区战略规划及所取得的成果， 重

点展示加工贸易创新发展及加博

会举办 10 年来的最新成果。

“6” 是指六大专业展， 在往

届展区规划的基础上， 分别调整

设置为国际智能手机及移动终端

产业展、 国际潮流服装服饰展、

国际时尚箱包鞋帽展、 国际食品

及餐厨用品展、 国际礼品玩具婴

童用品及家居饰品展、 国际物流

及跨境电商展等六大板块。

此外， 现场还安排了配套活

动， 包括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论

坛、 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对接交流

会、 智能移动终端行业创新成果

发布典礼、 零供对话及产品购销

对接活动等将在展期中进行。

第十一届中国加工贸易产品博览会将于4月18日举行

超800家企业参展“加博会”

资讯

辽宁首届青年剧本评审

大会举行

主题投资再上风口

东方基金9只产品跑赢

市场平均水平

文化周末少年合唱团将唱响星海音乐厅

茶山深入排查整治直排式热水器

年内 A 股市场成交量及情绪呈回暖态势，

行业主题投资再回大众视野。 据 Wind 资讯统

计，截至 3 月 7 日，东方基金旗下 9 只主题基金

跑赢市场同类平均水平。 具体来看，东方人工智

能主题基金今年以来净值增长率达 25.67%。 东

方区域发展、东方创新科技、东方互联网嘉年内

回报分别为 24.77%、24.74%、24.62%， 东方鼎新

A/C、 东方岳、 东方周期优选同期回报亦超过

24%。 除此之外，东方核心动力回报为 23.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