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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袭成春节档冠军，挤进中国电影票房前三甲

停电通知

《红海行动》磅礴气势大国情怀为人称道
截至12日19时，后劲凶猛的
《红海行动》累计票房 33.5亿元。
目前总票房已超越《唐人街探案
2》荣登春节档票房冠军，距离中国
电影票房亚军《美人鱼》的33.89亿
元差距微弱，登上中国电影票房亚
军宝座没有悬念。据悉，《红海行
动》已确认上映至4月15日。
回顾《红海行动》上映历程，可
谓走出真正的逆袭曲线。在第一
天排片不占优势、整体票房落后的
情况下，凭借超高口碑强势逆袭，
成为春节假期唯一一部每日票房
逆跌的影片，从大年初七开始连续

《环太平洋：
雷霆再起》首映礼
全新升级机甲激战超级重组怪兽
好莱坞科幻动作巨制《环太平
洋：雷霆再起》3月12日在京举行
首映礼，导演携斯科特 伊斯特伍
德、景甜、黄恺杰、吉丽、蓝盈莹、于
小伟、陈梓童等主演齐聚。
《环太平洋：雷霆再起》发生
在距离前作战乱结束十年之后
的2035年，地球再次陷入被巨兽
侵袭的危机，杰克（约翰 波耶

加 饰）与奈特（斯科特 伊斯特
伍德 饰）这对曾经的机甲驾驶
员搭档再次联手与升级后的怪
兽激烈一战，全新升级归来的机
甲复仇流浪者、军刀雅典娜、英
勇保护者和凤凰游击士都将重
磅登场。
电影将于3月23日登陆全国
影院。
（新快报）

15天登顶单日票房榜首，表现抢
眼后劲十足。
为啥受欢迎？因为磅礴气势，
大国情怀为人称道。
书写中国海军的《红海行动》，
以真实、丰满的故事和磅礴的气势
为人称道。影片包裹着大国情怀，
展现了强国实力，让人看完正能量
满满：“我们的背后有强大的国家，
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生活在中
国，我很安心。”“无论你身处何方，
都会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在背后保
护着你。”对于电影中所传递出的
爱国主义，导演林超贤表示：“这是

一种很真实的感觉。我在军港参
观了很多军营，看到了男男女女很
多年轻的特种兵在军营里面训
练。我觉得现在的解放军，就比如
说海军吧，是非常有气魄的。我到
军舰看到的所有的东西，确实非常
先进。《红海行动》也不只在中国这
么红火。现在在美国、澳大利亚和
加拿大，许多外国人进电影院来看
这部电影，就是想看一下现在中国
的发展程度如何？所以我希望还
没看的朋友，也去电影院感受一下
我们中国人的自豪。”
（广州日报）

4 月广州开唱

谭咏麟：
希望能为歌迷唱到 80 岁
4月28日，谭咏麟将在亚运主
会场、广州地标海心沙举办“银
河岁月 40载广州演唱会”。
据悉，本次演唱会将呈现全
球独一无二的“全景观演模
式”，广州塔等珠江美景将
让观众真正感受“银河岁
月”带来的立体效果，且演
唱会只演一场。
谭咏麟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自己会唱到80岁，因为
这是他对歌迷的承诺。对于这次
演唱会，谭咏麟还透露自己准备了137
首歌，能用得上的接近90首。
在大众的印象中，谭咏麟是举办演唱
会最多的歌手，1989年就在香港创下连续
举办38场演唱会的纪录。采访中问到是

遗失声明
兹有石狮市简圣服饰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石狮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16年 6月 1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1350581MA348Q1FXT，
特此声明作废。
石狮市简圣服饰有限公司
2018年3月14日

否有统计过开过多少场，谭咏麟
笑说自己都不清楚。据香港
媒体的统计，可能有近五百
场。
问到 2018年的新专
辑计划，谭校长透露今年
一定会出，“ 我现在正在
收歌啦，去年我做了张
‘欣赏’的普通话碟，今年
就想做张希望给其他人空
间的。”他透露专辑可能会在
夏天面世。
谭咏麟有一首歌叫《八十岁后》，
问到这意味着他唱歌要唱到80岁？谭咏麟
坦言这是他对歌迷的一个承诺，“希望我能
够做到，可以为我的歌迷唱歌唱到 80岁
后。”
（新快报）

遗失声明
兹有石狮市桂英扁食店不慎遗失

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5年4月
14日核发的《餐饮服务许可证》正、副
本，有效期限：2015年 4月 14日至
2018年4月13日，经营者：方庆，许可
证编号[2015]第350581-600018，特此
声明作废。
石狮市桂英扁食店
2018年3月14日

因线路施工需要，拟对下列线路进行停电，请
停电范围内各用户做好准备。在停电期间，线
路随时可能恢复送电，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遵
守《电力法》、《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攀登变压器台架及杆
塔，禁止盗窃、破坏电力设施，禁止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从事法律、法规所禁止的
行为，否则，将自行承担法律责任。我市低压客户抄表例日为每月3日，电费缴交
5天内，其他低压客户5天内交清），高压客
扫一扫，第一时 时间自每月9日开始（低压居民客户1
户交费时间为抄表后的第二天开始，5天内交清。如有疑问，欢迎拨打24小时服
“95598”进行业务咨询。停电信息还可通过《石狮日报》（每周三）、中国石
间掌握停电信息 务热线
狮网（每周二）、“石狮生活网”微博和微信、石狮新闻综合频道（每周一、周三、周
五、周日 播出时间08：40和19:50）以及石狮都市生活频道（每周一、周三、周五、
周日 播出时间11:54和18:50）进行查看。
计划停电日期 计划停电时间
线路名称
停电范围
0kV祥港Ⅲ回古浮村#2公用 祥芝镇古浮村委会、古浮小学附近
07:20-12:00 1变支路#
03杆古浮村#2公用变
3月19日 07:10-12:00 10kV高厝线港边村10#变支 永宁镇港边村单桥头附近
路#01杆港边村10#变
星期一
0kV祥港Ⅲ回古浮村#5公用 祥芝镇海洋科技园区、古浮村委会
13:20-18：00 1变支路#
01杆古浮村#5公用变 附近
1
0
k
V
祥港Ⅲ回古浮村#
6公用 祥芝镇古浮村3片区、4片区、5片
3月20日 07:20-12:00 变支路#01杆古浮村#6公用变 区、6片区、9片区附近
星期二 13:20-18：00 10kV古港Ⅲ回古浮3#变支路 祥芝镇古浮村1片区、2片区、3片
#01杆古浮3#变
区、4片区、5片区、7片区、下厝附近
1
0
k
V
三中线#
2
8杆郑厝村#
7
宝盖镇郑厝村3片区、5片区、7片区
08:20-15:00 公用变支路
附近
1
0
k
V
高厝线梅林#
4公用变支
07:10-12:00 路#01杆梅林#4公用变
永宁镇梅林村东区附近
10kV高厝线港边村#8公用变 永宁镇港边村陈厝宗祠边、西区附
3月21日 13:10-18:00 支路#01杆港边村#8公用变 近
星期三
带电拆除及搭接（10kV古堡Ⅲ
回#40杆昌荣#1、#2变支路
5775刀闸电源侧引线）10kV
07:50-13:30 G
古工Ⅱ回石祥路灯3#变0.4kV昌荣海产品
低压线路（退出10kV古堡Ⅲ
回615线路重合闸）
V祥港Ⅲ回湖西#2变支路 祥芝镇湖西村新片、1片区、3片区附
07:20-12:00 1#00k1杆湖西#
2变
近
1
0
k
V
祥港Ⅲ回莲坂村#
4公用
13:20-18：00 变支路#01杆莲坂村#4公用变 祥芝镇莲坂村3片区、4片区、5片
区、6片区、8片区、古浮路口附近
3月22日 07:50-16:00 10kV港塘安置支路#1箱汀江 汀江水电工程
星期四
水电#1变支路913线路
（带电拆除及搭接）10kV边防
09杆金谷穗#1-1变支路
07:40-17:30 线#
G7152刀闸电源侧引线（退出 金谷穗服饰
10kV边防线重合闸）
10kV永仑Ⅰ回西偏村3#变支 永宁镇西偏村四区、金泰克附近
3月23日 07:20-12:00 路#01杆西偏村3#变
星期五 13:20-18：00 10kV永仑Ⅰ回西偏村#4公用 永宁镇西偏村一区、二区、三区、四
变支路#01杆西偏村#4公用变 区附近

备注：故障停电及事故抢修不属于计划停电，因天气等原因计划有可能延迟或取消。
特此通知！
国网福建石狮市供电有限公司
2018年3月14日

遗 局20兹有石狮市爱思饮品店不慎遗失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
遗失声明
17年9月18日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有效期限
兹有石狮市桂英扁食店不慎 失 至2022年9月17日，负责人：刘鹏，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
98****4111， 许 可 证 编 号 ：
遗失石狮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声 码JY23）505：8103066204222941，9特此声明作废。
2014年12月17日核发的《营业 明
石狮市爱思饮品店 2018年3月14日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350581600571636，特此声明作
兹有“晋江市达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于2017年8月11
废。
“石狮市达伦新世纪贸易有限公司”，现将刻有“晋
石狮市桂英扁食店 声 日变更为
江市达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的公章作废。特此声明
2018年3月14日 明 石狮市达伦新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2018年3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