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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烟台市容大置业有限公司客

户赵惠君、尤莎购买东海岸·书香府

第 33#楼 1单元 15 层 1510 号房壹

套 ， 身 份 证 号 码 ：

610121196007120047、

610121198603010441，客户丢失了

编号为高预字第110817200080 号

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壹份，丢失了编

号为00058246号的机打收据壹份，

金额283463.00元（大写：贰拾捌万

叁仟肆佰陆拾元叁元整）。声明以

上合同、收据作废。如发生任何经

济、法律纠纷与烟台市容大置业有

限公司无关。

●烟台市容大置业有限公司客

户李扬购买东海岸·书香府第33号

楼1单元18层1810号房壹套，身份

证号码：370682198710030229，客

户 丢 失 了 编 号 为 高 预 字 第

141128200086 号的商品房买卖合

同壹份，声明以上合同作废。如发

生任何经济、法律纠纷与烟台市容

大置业有限公司无关。

● 钟健利购买的朗郡小区

B10-1202室房款收据丢失，收据号

码：0016477，金额：伍拾陆万捌仟玖

佰捌拾柒元，开票时间为2016年 3

月1日，声明作废。

● 钟健利购买的朗郡小区

B10-1203室房款收据丢失，收据号

码：0016478，金额：伍拾叁万贰仟陆

佰捌拾壹元，开票时间为2016年 3

月1日，声明作废。

■房产证、土地证、营运证、营业执照(个)800元 ■公章、财务章、各
类印章(个)，支票、发票、收据(张)，税务登记证、资格证、代码证、渔船
用各类证件（个）及其它各类证件400元 ■身份证、工作证、户口
本、出生证明、下岗证(个)150元 ■残疾证、学生证、失业证(个)20元

公告栏
6631203 17854581238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任
务，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构建
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2021
年，阜山镇认真贯彻党管人才
的原则，进一步为新型农民的
培养吸引用好创造良好的环
境。

相关文件指出：“要推动乡
村人才振兴，把人力资本开发放
在首要位置，强化乡村振兴人才
支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
破解人才瓶颈制约。

阜山镇认真贯彻学习大力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着力抓好抓

活乡村能人队伍建设，鼓励回乡
致富带头人、返乡大学生和退伍
军人等人到村创业就业。一是
组织村党支部书记到周边莱阳、
栖霞等县市和乡镇进行观摩学
习，提升他们的眼界和能力，履
行新型农村领航人的职责；二是
邀请市农业局专家到镇开展“新
型农民集中培训”，提高了农村
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三是积极
鼓励有丰富种养殖经验的“好
手”帮扶带动，通过现场讲解、示
范操作等形式，向邻近群众开展
培训、辅导，有效发挥示范带动
作用。 （通讯员 徐晓倩）

阜山镇:构筑人才培养机制 提升乡土人才能力和水平

张亮领衔主演《庞氏骗局》即将上演

烟台大剧院戏剧舞蹈季启幕
本报讯(通讯员 常瀞文 YMG全媒体记者 杨

春娜 摄影报道)由张亮领衔主演的央华音乐戏剧
《庞氏骗局》将于7月24日、25日在烟台大剧院上
演，拉开烟台大剧院2021·戏剧舞蹈演出季的大幕。

今年的戏剧舞蹈演出季涵盖了话剧、音乐剧、
舞剧、戏曲等多种类型，其中，央华音乐戏剧明星
版《庞氏骗局》、东艺话剧《人间正道是沧桑》正在
热售。郭冬临主演话剧《难兄难弟闯难关》、舞剧
《歌唱祖国》《永不消逝的电波》、李宗盛经典作品
音乐剧《当爱已成往事》等精品演出将陆续开票。

《庞氏骗局》是一部讽刺金融骗局的高质量喜
剧作品。故事围绕着著名的国际金融事件，让观
众在轻松愉悦中欣赏此剧的同时，也会对剧中深
刻的现实主题产生强烈共鸣和反思。该剧的类型
是“音乐戏剧”，不同于“音乐剧”——因为其音乐
也成为一个“角色”可以表达情绪、推进情节，且全
剧都在音乐的节奏和旋律里。演员几乎个个以

“飞速旋转”的方式表演，共同形成一部纵横交织
的“交响乐”。如果哪一位演员不在节奏里，没在
限定时间内完成表演，其他演员都会受到影响。

该剧导演大卫·莱斯高对该剧的定义，就是
“节奏感”。该剧呈现一个在美国策划、实施金融
骗局过程中的意大利小镇青年庞奇，都是通过贯
穿着节奏的音乐、台词、动作、灯光等要素体现
的。这也是一部对演员有着巨大考验的作品，正
如饰演“庞奇”的张亮所说：“《庞氏骗局》这个戏就
像非常精密的瑞士手表。我的角色虽然没有太多
的歌唱和舞蹈，但是调度和台词都需要在音乐节
奏里面。”

2019年，张亮出演第一部话剧《你还弹吉他
吗》，与央华结缘；2020年，他再次受到央华邀请出
演《庞氏骗局》；2021年，央华版《如梦之梦》重整阵
容，曾由金士杰和闫楠饰演过的“伯爵“，无疑是
《如梦之梦》中极具分量和挑战的角色，而经过《庞
氏骗局》重压考验的张亮，成为制作人王可然的首
选。而张亮也用在武汉的首演向观众证明了王可
然的慧眼独具。在如梦的舞台上，张亮将伯爵诠
释得松弛有度，其稳健的台风、扎实的台词，俨然
一副“话剧老饕”的模样。

和张亮一样，扮演了十八个角色的戴军，扮演
了玫瑰的赵子锌，扮演了十七个角色的林麟，扮演
了六个角色的王维倩，扮演了十三个角色的郭露

桐，扮演了九个角色的苏晔，扮演了十二个角色的
任薪橦，扮演了十九个角色的方同春，扮演了五个
角色的王杰，他们饰演的从商贾政客到乞丐流民
的八十多个角色，共同为宏大的“庞奇宇宙”雕梁
画栋。这不但让你看到那庞大却无声的历史车
轮，又让你将心比心、由此及彼地联想到每一个人
身处的世界和当下。

目前，《庞氏骗局》还是唯一一部讽刺金融骗
局的高质量戏剧，它将带领观众重回百年前，目睹
庞奇的投机经历，也目睹一场已知的金融危机，让
我们从一个时代穿越到另一个时代。

关注“烟台大剧院”或“烟台大剧院艺术资讯”
微信公众号，可随时随地查询演出信息，购票更有
优惠。

近七成日本民众担忧奥运防疫安全
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 日本《朝日新

闻》19日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近
七成日本人担忧政府难以保障东京奥运会
和残奥会在新冠疫情下安全举办。

调查人员于17日至18日在全国范围
随机拨打固定电话和手机，共有1444人作
出有效回答。就政府是否有足够能力控制
疫情，68%的调查对象表达担忧，仅21%认
为政府能够保障奥运会“安全、安心”举办。

55%的调查对象反对举办东京奥运会，

明确表达赞成举办的人占33%；所有年龄
段的调查对象，反对者比例均高于赞成者。
另外，76%的调查对象赞同禁止观众入场观
看大多数比赛的决定，持相反观点的人仅占
17%。当问及是否愿意通过电视观看奥运
会时，56%的调查对象表示愿意。

东京奥运会开幕在即，日本防疫形势不
容乐观。东京自12日起第四次进入紧急状
态，18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008例，单日
新增病例连续5天超过1000例。

日本连续五天单日新增病例超三千
新华社东京7月19日电 距东京奥运

会开幕仅剩4天，日本疫情形势依然严峻。
截至18日，日本已经连续5天单日新增新
冠确诊病例超过3000例，东京都已连续5
天日增确诊超过1000例。7月以来，参加
东京奥运会的运动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已累
计有55人被确诊感染新冠。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统计，18日日
本新增确诊病例3103例，其中东京都新增
确诊1008例。截至18日，日本全国累计确
诊病例841499例，累计死亡15050例。

东京奥组委从7月1日起每天公布奥
运会相关人员确诊感染新冠的情况，截至

18日共有55名东京奥运会相关人员被确
诊感染。南非代表团两名男足运动员18日
确诊感染，这是首次有入住奥运村的运动员
感染。两人与此前一天确诊的1名同队工
作人员均已被转移到奥运村外的酒店隔离，
另有21人被确定为密切接触者。

日本首相菅义伟8日晚宣布，东京都从
7月12日起至8月22日实施紧急状态。这
是疫情发生以来东京都第四次进入紧急状
态，期限将覆盖7月23日至8月8日举行的
东京奥运会。

据悉，受此影响，东京奥运会绝大部分
比赛都将空场举行。

招远辛庄引导
广大统战对象学习党史
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以来，辛庄镇强化

责任担当，整合各类资源，开展形式多样
的活动，引导广大统战成员积极学习党
史，发扬奋斗精神，持续扩大党史学习教
育的覆盖面。

招远辛庄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系列实践活动，用行动践行为民初心，
加强与非公企业的沟通联系，协助好非公
企业办理各类手续，加快各类服务平台的
提质增能，补齐为民服务短板。辛庄镇统
战工作办公室始终把党史学习教育同为
统战对象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结合起来，
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发挥

“金都统战”品牌效应。
(通讯员 赵凌云)

山东省首个
“专家+农民利益共同体”签约

7月 15日上午，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三个突破”招远挂职人员、茶叶所田丽丽
博士与招远市温泉街道槐花岭家庭农场
创建利益共同体签约仪式暨招远茶产业
振兴双创基地揭牌仪式在招远市温泉街
道举行。“三个突破”招远工作组组长齐
世军表示双方签约是落实山东省农业科
学院党委关于在招远先行先试“专家+农
民利益共同体”建设要求的具体行动，是
双方深入合作、促进招远茶产业持续健康
发展的新开端。温泉街道主要负责人将
全力支持、配合好省农科院开展的“三个
突破“工作。仪式上，签订了《专家与合作
社利益共同体建设合作协议》，双方领导
共同为招远茶产业振兴双创基地揭牌。

(通讯员 董秀琦)

一场艺术沙龙代替周年庆典

芝罘区微电影协会这样“六年庆”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曲彩云 通讯员
王彬 刘健军 摄影报道）7月18日，烟台市芝罘区
微电影艺术家协会走进老烟台茶馆荣文社举办电
影沙龙，邀请名家分享学术成果，让会员们有机会
切磋交流、共同进步，以独特的方式庆祝微电影协
会成立六周年。

在微电影日益普及的当下，如何将电影语言
实用化、实现视频的长尾价值是每一位视频行业
人员面临的新课题。本期烟台市芝罘区微电影艺
术家协会电影沙龙就此应运而生。

本次沙龙活动是烟台市芝罘区微电影艺术家
协会2021年度的第一期会员沙龙，旨在用电影手
法操作视频拍摄，用电影语言完成文化输出，从电
影拍摄技巧看视频行业发展。在这次沙龙上，刘

桐畅导演为协会会员带来了精彩的讲座。
刘桐畅导演是一位很有才华的青年导演，他

参与的短片《病》入围71届戛纳电影节短片单元；
短片《烛光》荣获第三届国际大学生微电影一等
奖；电影《岁月如舞》获2015年海南电影节“最佳
优秀影片”奖。沙龙上，刘桐畅导演为会员们分享
了自己所理解的电影、导演以及电影发展的方
向。协会会员积极提问，刘桐畅导演一一解答，大
家在交流中碰撞出思维的火花。

六年前，烟台芝罘区微电影艺术家协会成立，
在各级主管部门、社会各界人士、会员单位及会员
朋友们的关心和支持下。六年来，芝罘区微电影
协会始终秉承着“打开、融合、奉献、发展”的理念，
让更多热爱影视的优秀创作者们加入到这个大集

体，一起分享、一起学习、一起交流、一起成长。六
年来，协会吸引了大批优秀的人才，他们多才多
艺，创作拍摄出很多有趣、有料、有温度的微电影
作品，传播了正能量。

“协会是会员单位和会员们交流、提高学术的
重要阵地，是互帮互助、加强合作的重要平台，协
会也在不断地拓展服务领域，创新服务载体，增强
协会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影响力，以更加成效的工
作业绩续写协会的新篇章。”在沙龙现场，芝罘区
微电影协会常务副主席潘晓表示，“六年来，我们
一同见证了从微电影、网络大电影、院线电影到现
在短视频全面开花的现实。本次沙龙是为了让会
员们互通有无、共同学习、共同进步，以更高的水
准助力芝罘区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南非男足21位密切接触者接受隔离
新华社东京7月19日电 东京奥组委

在19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确认，南非男
子足球队有21人被确定为新冠密切接触
者，目前正在奥运村各自房间内接受隔离。

东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高谷正哲表示，
这21人为南非男子足球队此前确诊新冠阳
性的两名队员的密切接触者，“他们中大多
数是球员”。高谷正哲没有公布密接人员中
球员和官员的具体人数。“组委会为他们提
供饮料和食物，要求他们留在各自房间接受
隔离，同时每天进行核酸检测”。

东京奥组委18日公布了奥运村出现两
名同一队伍、同一项目的运动员确诊感染新
冠肺炎的消息，但出于保护个人隐私原因，
未公开国籍、姓名等详细信息。18日晚间，

南非奥委会官网发布声明说，2名足球队队
员、1名足球队官员以及1名橄榄球队教练
在日本新冠检测中呈阳性。

在被问到密接人员何时能离开房间进
行训练时，高谷正哲一再强调，密接人员想
要恢复活动，首先需要确保满足所有条件。
至于何时能恢复训练，则需要奥组委、南非
奥委会以及相关各方共同协商做出决定。

根据赛程安排，南非男子足球队将于
22日与日本队进行第一轮小组赛。按照奥
组委的防疫规定，密接人员如满足一定条
件，包括住在单间、在房内进餐、乘坐专用交
通工具及每天接受核酸检测等，并且在比赛
开始前6小时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则可以
上场参赛。

中国体育代表团愿意与大家共同努力

支持办好东京奥运会
新华社东京7月19日电 中国体育代

表团秘书长19日表示，中国体育代表团正
按计划陆续抵达日本参加东京奥运会，中国
方面愿意与大家共同努力，支持日本共同办
好本届奥运会。

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强调，中国体育
代表团感谢日本方面为成功举办东京奥运会
做出的艰苦努力，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仍在
流行这种特殊情况下，东京奥运会组委会和
日本各方在国际奥委会、世界各国家和地区
支持下，克服重重困难，竭尽全力做好奥运会
各项筹办工作，为世界各国家和地区体育健
儿实现奥运梦想搭建精彩舞台，非常不易。

中国体育代表团近日已有帆船、帆板、
赛艇、乒乓球、射箭、女足、拳击、曲棍球、网
球、羽毛球、马术、体操、跆拳道、射击等多支

队伍及先遣组250多人抵达日本。这位秘
书长介绍，代表团抵达日本后，切身感受到
日方为参加奥运会各代表团提供衣食住行
等各项服务保障做出的努力，运动员、教练
员、工作人员都感受到了组委会工作人员、
志愿者的热情友好，奥运村干净整洁，运动
员餐厅食品供应丰富可口卫生，“我们对东
京奥运会组委会的组织工作表示肯定”。

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重申，代表团将
认真遵守、严格执行东京奥运会组委会疫情
防控等各项规定和要求，与世界各国家和地
区参加奥运会的代表团团结起来、共同努
力，全力支持、配合东京奥运会组委会办好
本届奥运会，让全世界青年们在奥运会舞台
上展现自己的风采，为奥林匹克运动做出应
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