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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3.郑州市花园路与纬一路交叉口向西100米纬一路路北 65970450 65970445

寻求合作
郑州西大片荒山流转五

十年，可做旅游、种植、养殖
等，山坡可开垦很多土地和
其它用处，租金低、费用少，
前景良好，有意者现场看。

电话：13343783087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3.郑州市花园路与纬一路交叉口向西

100米路北 65970450 6597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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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出租仓库厂院

●写字间楼 ●求购求租

●房产中介 ●房地产

●让商铺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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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

●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让饭店酒吧

●寻人●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

●软件网站●航空售票●转让●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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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招生 ●美容化妆

●电脑手机 ●财务会计

●求职 ●招聘

●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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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
●锅炉水暖 ●包装印刷

●求购物资设备 ●转让物资设备

●机械物资 ●出租大型机械

●制砖机械

分类广告

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出租招租

●两万平方楼房出租统一标配

全装修13803842223
●郑州工人路汝河路口，单位房

二楼半层400㎡，水电全，条

件好可单独使用13733180928

房地产

●航空港区黄金地段，厂院10亩
门面2000平方手续齐全出售，

电话18003711111

求购物资设备

●求购废旧钢丝绳13703757727

培训招生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招商

●商丘市区内105国道旁土地28
亩寻有实力的合作伙伴共同

开发商、住宅18539896399
●郑州西大片荒山寻合作，交通

方便租金少50年13343783087

寻人启事

●芦琪，家中有事，父母急盼

速回，电话：13838008993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转让

●土地加油站转15093293899

声明

●汝州市裕华商行不慎将私章、

财务专用章、公章(无编号)
丢失，声明作废。

●陈风祥郑州人民警察学校毕

业证（编号：豫教中专毕字00
8361号）丢失，声明作废。

●王博，女，学号：X2018101
05119,遗失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学生证(研究生证),特此声明。

●姚宗彬，漯河医专口腔医学

专业2013年毕业生，遗失毕

业证书，编号1378012013060
02714声明作废。

●我叫王成龙，从业资格证丢

失，号095290，声明作废。

●请杨家平同志自登报之日起

30日内到公司郑州基地劳务

管理中心报到，逾期不到，将

依据公司相关规定处理。中铁

七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别琳琳郑州大学成人高等教

育新闻学专业专科毕业证书

不慎遗失，证书编号：校字10
459520010600424，教育部

编号：02925303，声明作废。

●编号为S410366208,姓名赵宁
涵，出生日期为2018年8月4日的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李英遗失洛阳市职工科学技

术学院经贸英语专业毕业证，

证号9520032，声明作废。

●卞玉剑医师资格证书丢失证

书编号20174124241022119
8111087176，声明作废

●新乡市卫滨区鑫晟广告设计

部增值税普通发票遗失,发票

代码4100174320发票号码171
45357,声明作废。

●台前县泰发工艺品有限公司

银行开户许可证丢失，证号

J5024000561002，声明作废。

●台前县金利工艺品有限公司

银行开户许可证丢失，证号

J5024000562402,声明作废。

●台前顺河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银行开户许可证丢失，证号

J5024000559902，声明作废。

●台前共利工艺品有限公司银

行开户许可证丢失，证号J5
024000560002，声明作废。

●台前县合发工艺品有限公司

银行开户许可证丢失，证号

J5024000560902，声明作废。

●本人高红兰,身份证号411422
198702231529，于2018年10月
不慎把河南启功置业有限公司

旗下的启盟时代小区B栋717号
补交款收据遗失,编号:1006022,
金额：47000元，特此声明。

●李焕焕，商丘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毕业证书遗失,编号:13
7821201506001607,声明作废

●鲁娜遗失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会计学专业本科毕业证书，证

书编号:100781201405003681，
声明作废。

●洛阳市诚瑞工贸有限公司发

票章丢失,编码41031101350
98,声明作废。

●郑军芬遗失原郑州牧业工程

高等专科学校食品加工工艺

专业专科毕业证书，证书编

号：00697635，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岳家水浒烤肉

经三路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10105MA447D4U20)营业

执照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蒋喜亮军官证丢失特此声明

●王兰兰购买天誉龙邸A-4-2,
1206室定金收据三万丢失,收
据号6681924,特此声明作废。

本报讯 3月7日下午，中国
足协公布了首轮中超联赛的追罚
罚单，上海申花两名恶意犯规的
球员遭受了严厉处罚，其中并没
有造成建业外援骨折的大连队员
秦升。另外大河报·大河客户端
记者获悉，在多拉多赛季报销之
后，建业还向足协提出了追加引
进外援的申请。

就在3月7日下午，中国足协
在官网公布了首轮联赛的处罚决
定。在上海申花与上海上港的比
赛中，申花队员柏佳骏、孙世林用
手臂恶意击打上港外援奥斯卡头
部，经过听证会之后，最终足协认
定两人属于“暴力犯规行为”，具
体处罚为：柏佳骏停赛5场，罚款
人民币5万元；孙世林停赛4场，
罚款人民币4万元。

然而，秦升并不在足协的处
罚之列，此前足协也没有通知秦
升参加周三的听证会。有消息指
出，根据足协的评议结果，建业的
申诉并没有得到支持，秦升的犯
规不会被追加纪律处罚。对此建
业表示还未收到足协反馈。

电视剧要拿品质说话

长期以来，明星高片酬、剧本
质量堪忧等现象一直是困扰影视
行业的重要问题，SMG东方卫视
总监、影视剧中心主任王磊卿表
示：“对整个行业来说，必须认清两
个现实，艺人限薪不可逆转，平台
采购限价不可逆转。给演职人员
一个提醒，如果依旧守株待兔，或
者继续变着法漫天要价，那也许就
是新人占C位，旧人泪茫茫。”

除此之外，王磊卿还建议改良
影视作品的评价体系。针对“粉圈
狂欢”成为影视行业的隐形干扰
源、艺人经纪的隐形炸弹，他表示，

“粉圈狂欢”怪象连连，如粉丝购买
热度、抹黑对手、营销号浑水摸鱼
等。

王磊卿分析，如今的电视剧市
场乱象涵盖了方方面面，投资方为
了对赌协议的数字，压缩创作周
期；编剧召集团队拆分剧本，拼凑
组合急就章；导演不做前期也不做
后期，无缝进组赚快钱；制片在选
角方面不看适合度，只要能请到大
咖就万事足矣；艺人面临着人设崩
塌的风险，却也能喊出天价片酬。

“一部电视剧的好坏绝对不能被粉
圈狂欢所绑架，流量为王的时代过
去了，终将拿作品说话，拿品质说
话。”王磊卿如是说。

面对2019年的变化，王磊卿
希望业内能打破泡沫惯性、主动迎
接挑战、改良评价体系、拓宽创作

格局，将挡住行业发展的关坎一
一越过。同时，正视且守住中国
电视剧的优良基因，拿出创作的
真情，才能触碰到观众的真心。

网剧平台注重新剧竞争

目前网剧的市场规模已经超
过传统电视剧，制作成本和演员
阵容也逐渐与传统电视剧缩小差
距。在题材上，选择网播的电视
剧也呈现出了更多的可能性，比
如前期大火的《怒晴湘西》，如今
正在热播的《黄金瞳》，2019版《倚
天屠龙记》等。那未来传统电视
台和互联网视频平台又是一个怎
样的关系？

索福瑞中国区数据科学家郑
维东介绍，在2018年，不同频道
的黄金档已经形成较为明显的区
隔。中央台两个电视剧主播频道
一方面主打社会伦理剧牌，另一
方面则深耕小类题材，时代变迁、
农村、奋斗励志等成为深挖题材，
并出现了不少收视佳作。

省级卫视则主推都市情感
剧，都市生活和言情题材播出比
重较往年突飞猛进，另外，大量的
时代变迁剧甚至超越了往年的军
事斗争、谍战、近代传奇、社会伦
理等大类题材，成为2018年新贵
大类，而以古装宫斗为主的戏说
演绎剧数量低到冰点。

郑维东表示，无论何时，好剧
一直都处于稀缺状态，现象级大

剧更是“可遇不可求”。互联网视频平台更注
重在新剧方面的竞争，“相信未来网台互动、同
频互动会成为电视行业的主流现象”，郑维东
说。

近年主旋律影视题材备受关注，像《大江
大河》这样的主旋律作品也得到了广大年轻观
众的喜爱。如何理解“主旋律”，正午阳光影视
有限公司董事长侯鸿亮认为制作作品不应该
只为了“蹭热点”，而应该是自己“有感而发”
的。他在八九年前就接触到了《大江大河》的
小说，让他非常感动，打算改编成剧，“只要你
投入了真情实感，就一定能传递出去，传递到
普通的老百姓甚至是年轻观众心里”。

电视剧有真情 观众才真喜欢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峰

本报上海专电 是不是被网络视频平台上的各种古装言情玄幻剧炫花了眼？是不是提起电视剧就
想起“宫斗”？2018年，古装剧、宫斗剧和历史剧几乎成为电视剧的代名词，虽然也有类似于《延禧攻略》
《如懿传》这样的爆款，但类型重复、套路相似也让观众感到审美疲劳。3月5日，在2019上海电视剧制
播年会上，全国主流影视制作公司汇聚一堂，与会者认为，2018年在控制总量的基础上，全国电视剧市场
趋于理性，虚热局面有所扭转，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竞争激烈，在未来会成为电视剧题材的主旋律。

足协公布罚单
秦升没受处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玮皓

《大江大河》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