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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蔡慕嘉）

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近期许多电视剧、综艺的拍摄都

被迫“叫停”。上周在湖南卫视开播的《歌手·

当打之年》，11 日也发出通知： 节目录制时

间延后， 待疫情好转之后再恢复正常录制，

同时考虑尝试以创新方式完成节目制作。昨

日湖南卫视正式宣布，对原计划进行第三期

录制的《歌手·当打之年》进行适时调整，创

新采用“云录制”的录制方式。走到第八年的

《歌手》， 将首次不设现场 500 位大众听审

团，而是采用“芒果 TV 网络五地连线，500

位大众听审定点在线观看演唱并进行投票”

的方式。

新尝试：采用线上大众听审团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入关键时期，全国

人民齐心抗疫。 特殊时期，节目的录制成为

大众关注焦点。 2 月 11 日，湖南卫视歌手官

微也发出通知：原计划于近期安排的《歌手·

当打之年》节目录制时间延后，湖南卫视将

尝试以创新的方式完成节目制作，待疫情好

转再恢复正常录制。要在安全的前提下保障

节目顺利播出，节目组也在短时间内做出调

整，并于昨日正式宣布将采取“云录制”的方

式。

众所周知，过去的七年，500 位现场听审

的设置一直是《歌手》品牌的一大亮点，在现

场演播厅沉浸式的体验中，他们总能做出最

直接的选择。 而这次响应防控疫情的号召，

调整录制方式后，节目将首次不设现场大众

听审团，当期节目的竞演结果由线上大众听

审团决定，500 位大众听审定点在线观看演

唱，并进行投票。 线上大众听审团的设置，不

仅保证了观众、工作人员、歌手的安全，也是

《歌手》品牌八年来的首次创新尝试。

新玩法：歌手分布五地录制连线

疫情给节目照常录制增添了障碍，此次

《歌手·当打之年》破除万难，既保证节目忠

实观众能够如期听到歌手们的动情演唱，还

尝试探索了节目更多丰富的呈现形式。 除了

取消现场大众听审团，改为大众听审团线上

观看并投票的方式，歌手们的演唱也有新方

式。 据了解，此次歌手将分布在北京、上海、

东京、台北、长沙录制，五地连线。

在全国上下齐心抗疫的特殊时期，各行

各业都在用自己的力量，支撑着家国大爱与

抗疫信念。《歌手·当打之年》首期播出后，新

生代歌手们也纷纷用自己的音乐作品唱响

无畏态度， 向观众传递出音乐的正能量，坚

定大家“抗疫必胜”的信心。 音乐无界，传播

破界。 改变了录制方式的《歌手·当打之年》

也将在接下来的时间中，继续用歌声抚慰人

心、传递勇气。

信息时报讯（记者 蔡慕嘉）

原创

分享互动生活创意秀《嘿！ 你在干嘛

呢？ 》上周在湖南卫视首播后，引起广

泛关注。 作为湖南卫视在抗击疫情关

键时期迅速反应推出的原创节目，何

炅、李维嘉、杜海涛三位主持人自拍

趣味生活 VLOG，并视频连线艺人朋

友进行互动，给观众提供了别样的看

点。 本周五晚 22:00，节目将继续播出

第二期。

《嘿！你在干嘛呢？》开创“趣味生

活 VLOG+视频连线” 的全新节目形

式，向观众介绍抗“疫”期间丰富生活

的建议， 展现丰富多彩的生活情趣。

节目通过一台“go pro”的自拍镜头，

向观众呈现镁光灯背后的明星生活

形象，通过接地气的惊喜反差塑造更

强的亲和力与正向影响力。

为了避免人与人的接触，节目这

次甚至采用了同城快递的方式传递

摄像机器，快递员做好防护，设备全

面消毒之后才进行使用，360 无死角

严防死守、保证安全。

在本周五晚播出的新一期节目

中， 将有神秘嘉宾与主持人进行连

线，为大家分享非常时期的生活。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慧）

由搜狐

视频出品的网剧《奈何 BOSS 要娶我》

第二季，昨日正式上线。

虽然是原班人马出演，《奈何

BOSS 要娶我》第二季，并没有走传统

路线采用简单意义的故事延续， 而是

时空变换， 让似曾相识的陌生男女在

另一个世界又相遇相爱。 首集故事讲

述人气明星夏林

（王双饰演 ）

，参加晚

宴时与凌氏总裁凌异洲

（徐开骋饰演）

发生争执，恰巧被娱乐记者拍下，第二

天网络爆出“夏林勾引凌异洲”的不实

传闻，负面舆论铺天盖地。

为了澄清误会， 夏林决定与凌异

洲一起举行新闻发布会， 哪知凌总裁

先斩后奏，直接宣布订婚，还亲口认证

“木已成洲”CP， 引发热议， 而另一对

CP 闻立贾菲也误打误撞直接同房，进

展速度十分之快。 第二季开篇就闪电

订婚，反套路，强剧情快节奏，也让观

众直呼过瘾，迫不及待开启追剧模式。

搜狐视频还特别开启 “恋爱甜宠

季”，除了《奈何 BOSS 要娶我》一、二季

连看，还有《无法拥抱的你》全两季，

《我在大理寺当宠物》《亲爱的， 公主

病》《亲爱的王子大人》《动物系恋人

啊》《屏里狐》 等精品自制剧也一并推

送播出中。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蔡慕嘉）

原定

于 2 月初开播的新节目《天赐的声音》

之前确认延期播出。 近日，节目终于

正式官宣， 定于 2 月 15 日晚上 8 点

30 分在浙江卫视开唱，节目新款主视

觉海报

（下图）

也随之曝光。

海报中，节目四位音乐合伙人集

结亮相：王力宏与小提琴相伴，苏有

朋手拉大提琴， 胡彦斌拿着萨克斯

风， 张韶涵一身仙气飘飘的白纱裙，

拿着长笛。 作为声音推荐人的胡海泉

则独自站在海报左侧，一手指挥棒，一

手礼帽。 他将带领由四位音乐合伙人

组成的管弦乐队， 共同为观众带来一

场关于声音的魔法盛宴。

据悉，号称从“声音”的本身出发

的《天赐的声音》，将以歌手竞演的方

式进行， 每期节目将迎来 6 位飞行合

伙人进行单独表演， 表演后和音乐合

伙人互组成搭档，再合作表演舞台。

《奈何 BOSS要娶我》第二季昨日上线《天赐的声音》本周六开播

第三期开启“云录制”

《歌手》将尝试五地连线，听审在线投票

《嘿！ 你在干嘛呢？ 》

今晚继续分享他们的抗疫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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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刘康遗失低压电工证，证号：T430482199710

298639，声明作废。

更正声明

广州聚玉斋食品有限公司，注册号 44010620

48354， 因疏忽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

刊登债权人公告时漏输入注册号，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虾你一跳餐饮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581010301040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月荣村经济联合社遗失

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证明书正、副本。粤农集

字第 018455160000，现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辉燕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40101MA5D0FTE8D） 经股东决

定，注册资本由原来人民币 500 万元减至人民币

50 万元，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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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云通汽车出租有限公司遗失粤

A4KE53近距离防伪密标，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梁文荣不慎将 2016 年办理的二代身份证

450481199602081413于 2020年 2月 11日遗失

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市为宝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股东会

决议，本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请债权人

自本公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 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清算

结束后，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

清算公告

广州市常朔广告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本公

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

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向本公司清算小组申

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清算结束后，

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减资公告

广州爱森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40105587627506H） 经股东会决议，决

定注册资本由原来的人民币 1000 万元减少至人

民币 30 万元，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公司申报。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变更登记。

寻亲启示

2008年 2 月 17 日，在阳江市人民医院门口

侧边，发现一名女婴，身上没有其他特殊特征。由

好心人抱回抚养， 现女婴身体

健康。望女婴亲生父母见报后，

15 天内联系阳江市江城区民

政局， 逾期另作处理。 联系电

话:0662-3228112

�2020年 2月 14日

减资公告

广州凯布睿妮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40101MA5BLW6E0N) 经股东研究决

定，公司拟将原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减资为

100万元人民币。 自 2020 年 02 月 14 日起公司

清理债权债务。 涉及本公司债权债务人如有异

议，请自本公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

司提出清偿。 特此公告。

变更公告

广州伟伦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52440106757777882P）地址：广州市天河

区长兴路 338 号，法定代表人：黄德敏，变更事

项 ： 法定代表人由黄德敏变更为温楚霞 ，

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

广州市飞比隆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40113587632778G） 经股东会决议，决

定注册资本由原来的人民币 500 万元减少至人

民币 100 万元，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公司申报。 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变更登记。

遗失声明

江门市曙光物流市场有限公司不慎丢失空

白支票 7 张 ， 支票号 ：3060443018923371、

3060443018923277、3060443018923252，

3060443018923427、3060443018923141、

3060443018923120、3060443018923189，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山市曙光运输有限公司不慎丢失空

白支票 3 张，支票号：306044301892386

8、3060443018929118、30604430189300

01，特此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市建汇五金机电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

本企业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

企业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向本企业清算组申

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清算结束后，

本企业将向企业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毛不易（左图）和周深是《歌手·当打之年》中年轻歌手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