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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
实施的“中国经典民间故事动漫创作
工程”首部三维4K动画片《大禹治
水》播出，引起广泛关注。

经典民间故事在当下还会受到欢
迎吗？具有浓厚传统文化色彩的国产
动画又该如何走向世界？在广电总局
宣传司近日在京主办的该作品研讨会
上，专家表示，植根传统文化，创新
表达方式，国产精品动画可以为向世
界传播中国文化助力。

《大禹治水》以中国上古传说为

蓝本，讲述了大禹临危受命，带领百
姓与洪水抗争，并逐渐成长为民族英
雄的故事。

广电总局宣传司司长高长力指
出，中国传统民间故事蕴含了民族文
化价值、审美价值等，为影视创作提
供了丰富源泉，这是一块以往被忽视
的文化瑰宝。

2017 年 1 月，中办、国办印发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工程的意见》，提出实施中国经典
民间故事动漫创作工程，组织创作生

产一批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具有大众
亲和力的动画等。

据了解，作为该工程的首部作品，
由浙江广电集团承制的《大禹治水》在
项目初期就确立了目标：打造一部能
走向世界的动画精品。为此，主创团队
在剧本创作上深耕细作，在画面制作
上精益求精，历时两年打造出这一国
内首部高标准的4K动画剧集。

在中国动画学会会长余培侠看
来，“用意、用情、用景”是这部动
画成功的关键。“中华传统文化无论
是神话故事还是民间传说，都是国产
动画天然的宝库，也是打造国产动画
最优质的基因。”余培侠说。

大禹治水有着浓厚的东方韵味和
文化特质。许多人担心东西方文化差
异会成为国产动画“走出去”道路上
的阻碍，《大禹治水》的主创团队却
不这么认为。

编剧南柯说，这是一个关于梦想和
成长的故事，大禹身上闪耀着英雄与大
爱的光辉。这种能够引发人类共情的精
神价值，有利于中华文化“走出去”。

“诸如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精
卫填海等传统神话故事，反映了中华
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一种永不屈服
的抗争精神，值得所有创作者讴歌。”
高长力认为，反映人类社会共同发展
规律、反映关于世界和谐、和平的情
感，中国传统神话题材作品不仅具有
世界意义，更具有国际传播价值。

“中国地大物博，更有着上下五
千年的深厚历史底蕴，所以中国不乏

好的故事。”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
究所教授田兆元说，数千年历史累积
的中国故事，闪耀着东方文化无尽的
魅力，不仅中国人感兴趣，外国人也
很感兴趣。

北京大学视听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陆地认为，中国需要更好了解世界，
世界需要更好了解中国，讲故事是个
好办法。“过去的历史引起今天的共
鸣，一个好故事胜过千言万语。”

动画，作为故事内容最为直观生
动并被青少年群体广泛接受的呈现方
式，是讲好故事的重要途径。

《大禹治水》主创团队透露，为
了讲好这一中国故事，在创作过程
中，团队成员先后前往陕西、安徽、
河南、四川、山西、青海等地进行了
多次深入的采风调研，为创作积累了
大量素材。同时，学习其他国家动画
制作的先进经验，并将其运用到《大
禹治水》的制作推广发行中，让“国
际范儿”和“中国味儿”相结合。

专家认为，在这部动画片中，呈
现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家庭
的关系——这“三个关系”构成了故
事的基本框架，并进一步展现出英雄
情怀、家国情怀、史诗情怀，这种表
达具有世界性。

“要让中国动画受到世界观众的
喜爱，创新表达方式至关重要。”余
培侠说，要创新理念、内容、体裁、
形式、方式、手段，才能增加文化的
感染力、情感的穿透力。

（据新华网）

国产动画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近日，桥东区北关街小学邀请市豫剧团演员，为同学们进行“专场演
出”，让学生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黄涛 摄）

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记者
公兵 苏斌）中国足协消息，在法
国当地时间2日下午举行的亚足联
执委会上，国家体育总局副局
长、中国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代
表中国足协接受亚足联主席萨尔
曼颁发的 《亚足联教练员公约》
职业级资格证书。

《亚足联教练员公约》是亚足联
与其成员协会间关于等级教练员培
训的协议与合同，分为B、A、职业
三级资格认证。获得某一等级的成
员协会将获得亚足联相应级别证
书、培训公约标识、证书准则的授

予权。亚足联自2017年开始推出该
公约，旨在培养同等标准的高质量
教练员。中国足协经过近两年的精心
准备，于2019年4月正式通过了亚足
联最高级别——职业级教练员认证，
成为继日本足协（2018年12月获得）
之后第二个获得职业级认证资质的
国家协会。目前，亚洲只有日本、中
国、卡塔尔获得该认证资质。

根据该公约条例，中国足协将
有权单独组织亚足联的B级、A级
和职业级教练员培训课程，颁发亚
足联的教练员培训等级证书和执
照，且被亚足联认可。

中国足协获颁《亚足联
教练员公约》职业级资格证书

近日，桥东区马路街小学在东校区举行艺术节创意美术作品展，培养学
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乔潇 张艳新 摄）

新华社北京 6 月 2 日电 中
国皮划艇协会消息，当地时间 2
日是皮划艇世界杯杜伊斯堡站最
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获得3 金 1
银，加上第一个决赛日的 1 金 1 银
2 铜，最终以 4 金 2 银 2 铜的成绩
收官。

在2日获得的3块金牌里，分
量最重的当属刘浩/郑鹏飞的男子
划艇双人 1000 米金牌。另外，林
文君/张璐琦蝉联女子划艇双人
200 米冠军，刘浩/孙梦雅再次在
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项目折桂。

在男子划艇双人 1000 米决赛
中，刘浩和郑鹏飞战胜了 2017 年

和 2018 年世锦赛冠军、上周刚赢
了他们的德国组合尤尔/克雷奇
默，领先优势达 1 秒半，并且创
造该项目世界最好成绩。

林文君/张璐琦在一场第一名
到第四名差距不到0.4秒的胶着比
赛中，以 0.123 秒的优势卫冕女子
划艇双人 200 米冠军。另外两对
女子双划组合马亚男/孙梦雅、徐
诗晓/张雅珏在 500 米比赛中分获
第四、第六名。女子双划是中国
队东京奥运会重点冲金项目，在
波兹南和本站世界杯上，共有 6
位中国姑娘拿到奖牌，展现出较
强实力。

皮划艇世界杯杜伊斯堡站

中国队获4金2银2铜

直击热点 文体讯息

声 明

沙河市迎新快餐店不慎将营业执照正、副本丢

失，注册号：130582600089698，核准日期：2010年08

月23日，声明作废。

馨园小区项目相关利害关系人:
馨园小区项目位于开元路以东、豫让西街以北、平安

西路以西、长信南街以南围合地块。由于《建筑防烟排烟
系统技术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发生变化，为满足相
关要求，拟进行以下变更:

1、在整体布局不变的基础上，优化住宅户型及交通
核。调整住宅总建筑面积由 129548 平方米调整至
129069平方米，减少住宅面积479平方米。户数由1016
户减少至960户，减少了56户商业建筑面积由7569平方
米调整至7229平方米，减少了340平方米。

2、依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完善公共服务设
施。调整后公共服务设施的总建筑面积由4011平方米调
整至4830平方米，增加建筑面积819平方米。

3、地下储藏间及地下车库调整。原审批2#、3#、4#、
7#、8#、11-14#住宅负一层全部为储藏间，负二层部分为
储藏间，部分为地下车库，拟将所有住宅地下部分调整为
储藏间，并调整地下车库范围。调整后地下总建筑面积
6.14万平方米调整为6.47万平方米，增加了0.33万平方
米。

4、停车位调整。总停车位由1499辆调整为1494辆，

减少了5辆。其中，地面停车位不变，地下停车位由1386辆调整为1381辆。
变更后地上建筑面积、容积率均不变，建筑密度由19.89%调整为21.19%，增加

了1.30%。仍满足规划指标相关要求(以上变更详见附图)
依据《城乡规划

法》第五十条规定，特
此告知。你可以自公
示告知书公示之日起
10日内(自2019年6月
3日起)，持有效身份证
明向本机关陈述你对
该项行政许可事项的
书面意见，并可以提
出听证申请。逾期未
提出的，视为你放弃
上述权利。特此告知

联 系 电 话:
2261056

邢台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2019年5月31日

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邢自然技字(2019)第305号

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设行政许可利害关系人告知书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

参加，申请人可以独立竞买，也可以联合竞买。
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

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

请人可于2019年6月4日至2019年7月3日，到南和县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或南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19年6月4日至2019年7月3日，持竞买申请
书，营业执照副本，法人代表资格证明，法人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保证金交纳凭证，竞买保证金不属于银行
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的承诺书及商业金融机构的资信证
明等以上资料及复印件三份（复印件加盖公章）到南和县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提交书面申请。

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7月3日17时，本次出让
不接受邮寄、电子邮件、电话或口头竞买申请。具备申请条件的，出
让人将在2019年7月3日17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挂牌出让的地块交纳竞买保证金银行账户：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和支行；户名：南和县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账号：0406034029100011435；
七、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南和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挂牌时间为：2019年6月24日9时至2019年7月5日11时（十个工作
日）。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按照政府要求该宗土地出让时附带地上建筑物一并处置，地

上建筑物评估价款593.47万元，地上建筑物价款不参与竞价，成交后
由竞得人到财政（或国资）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2、本次出让地块内如有空中电力线、通讯线、地下隐藏物、埋藏
物、地下管网及线路、人防设施、电力设施、热力燃气设施、铁路线、建
筑垃圾等均由竞得人自行负责向有关部门申请迁移或清理，所有费
用由竞得人自行支付。

3、竞买申请人应详尽了解本次出让宗地现状及所列条件，提交
竞买申请视同对本次出让宗地的现状及所列条件无异议并全面接
受，包括同意接受《挂牌出让须知》的约束，违反有关条款的，将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4、本次公告内容如有变动，以挂牌出让文件为准。
九、出让人及其地址
出让人：南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地 址：南和县和阳大街295号 联系电话：0319—4561626
十、报名地址及联系方式
地 址：南和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宋璟大街西段路北）
联系电话：0319—4667517
出让单位：南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交易见证机构：南和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9年6月4日

南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南自然告字[2019]35号

经南和县人民政府批准，南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面向社会公开出让编号南和县【2019】35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第4号），《宁晋县泰达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
万吨甲酸、2万吨甲酸钙及5000吨二甲酸钾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委托河北
奇正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现向公众征
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
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环 境 影 响 报 告 书 征 求 意 见 稿 全
文 网 络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 /
1rtRRZGUY77ojwLjUe_biaw（提取码：rtyz），如
需查阅纸质报告书，请前往河北省邢台市宁晋
县盐化工园区经七路1号宁晋县泰达化工科技
有限公司索取。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包括环境影响评价范

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同时也欢迎环境
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

出宝贵意见。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

com/s/1rtRRZGUY77ojwLjUe_biaw，（提取码：
rwsc）。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

式，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通讯地址：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盐化工园
区经七路1号宁晋县泰达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丁严威，18732126688；邮政编码：055550；电子
邮箱：18732126688@163.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19年6月2日

至2019年6月12日，共10个工作日。
宁晋县泰达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6月2日

宁晋县泰达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万吨甲酸、
2万吨甲酸钙及5000吨二甲酸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信息公告

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9年6月19日上午10时在本公司举行

拍卖会。届时将公开拍卖下列标的：柏乡县原邢台富华铁路物资
有限公司所属：柏国用（2009）第12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
44438.7㎡）；房屋建筑物（面积25221.24㎡）及构筑物、辅助设施。
（详情请致电我公司）。望有意竞买者携带有效证件及相关资料到
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电话：0319—3099799
展示时间：2018年6月12日—13日（在标的所在地）

邢台市诚信拍卖行有限公司

经邢台景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决定，邢台景峰建筑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采取吸收合并的方式，将河北本道矿山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吸
收合并。实施吸收合并后，邢台景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存续，河北
本道矿山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注销，合并双方的债权、债务均由合并后存
续的邢台景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承继。合并前邢台景峰建筑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600万元，河北本道矿山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为5000万元，合并后邢台景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5600万元。

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前来办理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联系人：高欣然 联系电话：0319-2066542
手机：13932976627
地址：邢台市桥西区中华大街280号

河北本道矿山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019年6月4 日

邢台景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吸收合并河北本道矿山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公告
经邢台景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决定，邢台景峰建筑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采取吸收合并的方式，将河北本道矿山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吸
收合并。实施吸收合并后，邢台景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存续，河北
本道矿山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注销，合并双方的债权、债务均由合并后存
续的邢台景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承继。合并前邢台景峰建筑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600万元，河北本道矿山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为5000万元，合并后邢台景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为5600万元。

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前来办理相关事
宜。

特此公告。
联系人：杨继强 联系电话：0319-2066428
手机：18931919740
地址：河北省邢台市桥西区中兴西大街191号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生产调度中心第20层
邢台景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2019 年 6月 4日

邢台景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吸收合并河北本道矿山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公告
邢台卓鼎进出口贸易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

130502000018623），成 立 日

期：2012 年 4 月 11 日，经股东

会研究决定向工商管理机关

申请注销。希望与本公司有

债权债务关系的单位或个人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前

来协商办理。如本公司债权

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

权利的，即视为弃权，公司注

销将按法定实施，地址：邢台

市桥东区邢州北路 9 巷民政

小区 1 号楼 2 层 1 单元 201 房

屋，电话：18034099969。

特此公告

邢台卓鼎进出口贸易有

限公司

2019年6月4日

注销 公 告

新华社上海6月3日电（记者
许晓青 孙丽萍）第22届上海国际电
影节主办方3日在此间发布最新统
计，全球112个国家和地区的3900多
部电影申报参与第22届上海国际电
影节，其中1800多部影片来自“一带
一路”沿线，覆盖53个国家和地区。

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主任傅文
霞介绍，经过遴选，约500部中外影
片将参与本届电影节展映，届时在上
海全市47家影院放映。

在3日发布的本届上海国际电
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入围影片中，
也有多部作品来自“一带一路”沿线，
比如伊朗影片《梦之城堡》、意大利影
片《天助吾友》、哈萨克斯坦影片《光
影守护者》等。

去年6月，在第21届上海国际电
影节期间，“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宣
告成立。去年9月起，上海国际电影
节主办方开启“一带一路”电影巡展，
依托电影节联盟，把一批中国新片和
电影人推介到沿线各国各地区电影
节，同时也促进了不同电影节之间的
文化交流与合作。

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还将
举办“一带一路”电影周，展映24部影
片，比如《第一次的离别》《印度制造》
《早安》《水晶天鹅》《比莱》等。届时，“一
带一路”沿线各电影节主办机构代表将
相聚上海浦东，参与电影交流、圆桌论
坛、文化之旅、电影之夜等活动。

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
月15日至24日举办。

1800多部“一带一路”沿线
电影申报参与上海国际电影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