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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油“價格戰”：
範圍呈擴大趨勢 燒向全國
“兩桶油”與地煉企業之間有關成品

油的“價格戰”還在繼續，而且範圍呈擴

大趨勢，就連北京這個“兩桶油”很少實

施降價措施的城市，近來也加入其中。

記者近日從中國石化北京石油公司

獲悉，目前該公司在北京地區開展了罕

見的促銷活動：針對會員展開了“持卡

加油購物每升可省2元”的宣傳攻勢，

柴油會員最多甚至可以獲得每升2.7元的

優惠幅度。這些降價措施在該公司的歷

史上很少出現。同時，“兩桶油”的另

壹家中國石油主營的加油站也紛紛加入

了這壹輪的降價促銷中。

“價格戰”燒向全國
最近兩個多月以來，在民營加油站和

地煉企業壹系列降價促銷措施逼迫下，中

石油、中石化在全國多個省市開展了價格阻

擊戰，消化庫存的同時努力“收復失地”。

據了解，這次“兩桶油”同民營的地煉

企業之間的成品油價格博弈，從今年5月份就

已經開始，涉及山東、河南、廣東等多個省

份。其中在山東市場“廝殺”最為激烈。

山東省是我國地煉企業最為密集的

省份。有數據顯示，其壹省產能就占據

全國民營煉油份額的70%左右，成為我

國煉油行業壹支不可小覷的力量。在山

東市場，以地煉企業為背景的加油站不

斷加大了降價促銷的力度。

隆眾石化分析師李彥告訴記者，山

東民營加油站的降價幅度每升多在0.5元

到1.5元之間，有的甚至可以優惠3元以

上，而且還在持續之中。

其實，民營加油站的降價行為從去年

就已經開始。記者去年在湖北、浙江等省

份采訪時了解到，這些加油站的優惠幅度

少則每升幾毛錢，多則每升壹元以上，有

的民營加油站在開業之初甚至半價銷售。

“兩桶油”在各省的銷售公司采取了

壹些應對措施，比如定期開展促銷活動，留

住大客戶等，但由於降價機制不夠靈活，客

戶還是不斷流失，市場份額也逐漸被蠶食。

有數據顯示，“兩桶油”的汽油產量份

額已經由2011年的89.5%下降至2016年的

79.5%，減少了10個百分點，尤其自2016年

以來，這壹數據下降得更快。同時期的地方

煉油廠份額則由10.5%上升至20.5%。有業內

人士甚至指出，地煉的市場份額可能更高。

高額利潤起支撐作用
實際上，地煉企業在上世紀末中石

油和中石化完成重組後就已經存在，壹

直處於不溫不火的狀態，最近兩年為何

會如此活躍。這與民營企業原油進口權

放開的政策有著重要關系。

我國石油行業的體制，壹直由國有企

業控制著原油進口權，不僅控制了國內的

油企開采，還控制了進口原油權力。長期以

來，地煉作為民營企業，很難獲得原油，

只能從中石化、中石油和中海油那裏獲得

壹些邊角料，地煉企業很難發展壯大，更

無法對國有石油企業構成威脅。

商務部於2015年7月23日發布《原油

加工企業申請非國營貿易進口資格有關工

作的通知》，啟動非國營貿易進口資格申

請工作，這壹政策讓更多的地煉企業獲得

原油進口權力。截至今年3月，已經有近

20家地煉企業獲得原油進口權。

地煉企業的產能得以釋放，由之前

的開工率不足20%，增加到80%以上。

有數據顯示，僅2016年，我國地煉企業

的加工能力占據全國煉油能力的近30%。

地煉企業的快速擴張，沖擊了原來主要由

“兩桶油”所占領的市場。

地煉不斷通過降價手段搶占市場，

其背後的支撐是什麽？在市場人士看來，

高額的利潤無疑是地煉企業敢於大幅降

價的主要因素。

自2014年中以來，國際原油開始出

現斷崖式下降，從140美元壹桶降至目

前的約50美元壹桶。不斷下降的國際原

油價格，與發改委所規定的國內成品油

最高限價之間形成了巨大的差距，這讓我

國煉油行業的利潤逆勢上漲。2016年，國

內的煉化企業基本處於高盈利狀態。

中國石油和化學工業學會的統計數

據顯示，2016年全年，我國煉油業利潤

增幅最高，達到了120%，利潤總額為

1703.6億元，創歷史新紀錄。

據山東省煉油化工協會會長李湘平

提供的數據顯示，2016年，山東省地煉

實現主營業務收入4925億元、利稅318

億元、利潤138億元，分別較上年增長

了21.7%、79.1%和60%。

2017年，整個煉化行業持續高利潤

狀態，據隆眾石化分析師李彥介紹，截

至7月20日，山東地煉92號汽油批零價

差達到2807元，即每升兩元左右。如此

大的利潤差距導致了此次價格戰的爆發。

產能過剩之憂
值得關註的是，“兩桶油”參與的價

格戰背後，不僅僅是市場和利潤的爭奪，

還有整個煉油行業產能過剩的危機。

“雖然整個市場目前利潤這麽高，但

其背後依然潛藏著產能過剩的危機，壹旦市

場情況不好，這種危機就會爆發。”李彥說。

近年來，國家大力推廣新能源，不斷

加大對電動汽車、天然氣汽車支持力度。

進入2016年之後，在各種因素影響下，我

國成品油的消費量首次出現下降。

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16年國內成

品油消費量為3.15億噸，同比下降1.1%，

而成品油產量達到3.48億噸，產需差超

過3000萬噸。“中國煉油產能過剩已成

現實。”李湘平說。

壹方面是整個行業依然維持著高利

潤，另壹方面則是產能過剩隱憂已經出

現，這讓“兩桶油”和地煉企業之間的

市場爭奪更加激烈。

據李彥介紹，在這壹輪較量中，目

前“兩桶油”的加油站降價潮開始降

溫，優惠幅度有所收窄，但是優惠站點

的數量增加。據悉，目前“兩桶油”等

國企主營的加油站優惠並未全時段覆

蓋，而民營加油站的優惠多是全天候進

行，利潤會受到更大的影響。

有民營加油站的老板表態，要將

“價格戰”打下去。但在優惠力度不斷

加大，利潤受損的前提下，民營加油站

能否堅持下去，還有待觀察。

實際上，業內人士普遍認為，目前國

內成品油價格還不完全由市場決定，這導

致了目前這種利潤高企和產能過剩並存的

局面。只有改變這壹基礎，才能從根本上

打破惡性競爭和產能過剩的局面。

值得壹提的是，為了促進我國石油

天然氣行業的改革，今年5月國務院發

布了《深化石油天然氣體制改革的若幹

意見》，明確表示完善成品油價格形成

機制，發揮市場決定價格的作用。

綜合報導 2017年全球經濟增速為3.5%，其中

中國為6.7%。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程實25日接

受中新社記者采訪時表示，IMF的預測表明，中國

在全球經濟的長周期復蘇中發揮的作用愈加關鍵。

程實表示，IMF對中國經濟增速進行了5次調

升，1次調平，得益於供給側改革和適度財政刺

激，中國經濟的增長韌性持續鞏固。

IMF此次預測的2017、2018年全球經濟增速雖

與之前持平，但是3.5%和3.6%的預測值不僅大幅

高出2008至2016年的均值3.28%，也高出歷史均值

3.47%。程實稱，全球經濟有望構建長周期駐點，

夯實增長的底線。

IMF指出，隨著全球經濟趨於穩定，全球風險

的重心也發生關鍵性遷移，金融風險重新成為主要

風險，如資產價格面臨重置、各國金融壓力居高不

下、內向型政策恐將泛濫等。

程實認為，針對上述風險，中國經濟已經

進行了提前部署和主動應對，金融監管部門通

過提振金融監管效率、規整金融市場秩序，增

強了國家金融安全的內部基礎。中美全面經濟

對話的機制創新則推動了兩國金融監管和金融

市場發展領域的務實合作，為消解金融風險提

供了有力的外部工具。中國經濟的確定性優勢

有望進壹步增強。

彭博經濟學家陳世淵表示，中國第二季度國

內生產總值穩定增長，並以更強動能進入第三季

度，為政府提供了更大的空間去杠桿、降低金融

風險。中國的M2與GDP之比在2017年初開始趨

平，此前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飆升。今年以

來，該比率從第壹季度的209.6%下降至第二季度

的208.3%，反映了中國正在努力去杠桿。穩健的

GDP數據表明，中國壓低金融風險的努力並沒有

削弱增長。

陳世淵預計，中國GDP增長下半年將有所減

緩，但仍然穩健，維持在6.5%以上。

“2017年的中國經濟充滿著超預期”，這是澳

新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楊宇霆對今年中國經

濟的看法。據他分析，傳統宏觀經濟指標的表現已

經不是中國經濟政策的關註點。鑒於通脹平穩，下

半年中國央行的政策目標不用考慮價格因素，抑泡

沫仍然是貨幣政策和金融監管的主旋律。

“我認為中國經濟形勢是‘不求快增速，只求好

增長’”，楊宇霆說。

專家稱全球經濟長周期復蘇中中國作用愈加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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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書豪在微博曬出壹張與周傑倫林俊

傑的合照，三個人壹起打dota，結果他和

周傑倫慘敗於林俊傑。壹起玩的還有周傑

倫鐵哥們劉耕宏，娛樂圈最愛打dota的幾

個人都聚到壹塊了。

據悉，林俊傑曾被目擊在網吧打dota

，據說是因為家裏停電，JJ直接跑到網吧

去玩了。其愛遊戲成都讓人佩服，甚至上

春晚前十分鐘還在玩遊戲，玩了這麽多年

，水平自然不會差。周傑倫這枚奇男子更

是因為玩遊戲上了央視新聞，真的都是被

歌手事業耽誤的電競選手們。

JJJJ林俊傑晉升林俊傑晉升DOTADOTA大神大神
周傑倫被虐慘周傑倫被虐慘

周傑倫霸氣單挑林書豪
下壹秒這個動作令全場爆笑

周傑倫除了是電玩LOL的愛好者之外
，對籃球也情有獨鐘，還曾找來NBA球星
林書豪拍攝《土耳其冰泣淋》的MV，2人

在MV中有壹段籃球鬥牛，沒想到近日這個橋段真的被搬到了現實生活中上演，不過他有點囧，才剛放話
“要認真哦”，下壹秒立刻手滑。

林書豪結束臺灣行程後轉往大陸，繼續進行亞洲之旅，在籃球活動開始前，先與周傑倫在球場上來了
場壹對壹鬥牛。面對專業的職籃球星，周傑倫開始前先喊話“要認真喔哦”，打算與林書豪來場男人間真
正的鬥牛，沒想到話才剛說完不久，壹個胯下運球，球馬上就掉了，令全場爆笑，瞬間有點囧。

事後周傑倫在臉書自曝囧事，害羞捂臉說：“幸好工作人員來說活動要開始了，阻止了這場兒戲，哈
哈我今天到底打了什麽”。不過從他曬出的影片來看，雖然林書豪的三分線跳投、蓋火鍋、上籃等表現精
彩，不過周傑倫也不差，在專業球員面前能自在運球，壹個假動作更順利騙過對方。但粉絲還是忍不住調
侃他：“運球很帥，但進不了球”、“耍帥100分，淮度零分”。

敬騰離臺壹個月飽受相思苦
最掛念的竟是它們

台湾歌手萧敬腾在北京举行演唱会近日圆满结束，但他随即飞往厦门拍摄

周杰伦监制的新片。萧敬腾不经不觉离开家己经一个月，饱受相思之苦！最令

萧敬腾挂心的是家中的“毛小孩”。萧敬腾表示虽然在家安装了视讯设备，可

随时透过手机看到猫猫、狗狗，也可以透过视讯跟它们沟通，但萧敬腾怕宠物

听到他的声音，却看不见他的身影会难过，只能忍住不叫他们，难怪萧敬腾会

这么痛苦！

被楊丞琳改劇本拖累？
藍正龍暖心力挺：這是好事

据台湾媒体报道，蓝正龙和

周幼婷婚后育有2个孩子，因此减

少工作量亲带小孩，这次时隔许

久接演电视剧，和杨丞琳一起合

作《我的男友不是人》，不过日

前爆出女方对剧本意见多、坚持

大改，导致剧组开拍延迟，他24

日出席代言活动，力挺杨丞琳

“这是好事情。”

蓝正龙15年前和杨丞琳合作

《流星花园》，这次再合体让外

界十分期待，不过日前爆出女方

耍大牌一事，造成开拍延后，他

力挺表示，“这是好事情，剧本

重新整理，故事其实更吸引人，

演员提出来这部分真的很好，提

出之后往好的方向去走，毕竟我

们年纪不是这么年轻，用更成熟

态度去跟观众交流，其实也为了

观众着想。”

艺人贾静雯和修杰楷婚后生下2女咘咘和

BoBo（Bo妞），夫妻俩常分享家庭生活，拥有

高人气。24日贾静雯上传一段咘咘唱儿歌《数

蛤蟆》的影片，咘咘不只自创超萌舞步，还有

“3段变速”的唱法，让网友大呼太可爱啦！

影片中，贾静雯先引导唱《数蛤蟆》的开

头第一句，咘咘听了便马上接着唱，还扭来扭

舞动一番，中间她又突然换成缓慢节奏，一字

一字慢慢唱出，并把手放在空中比划自创舞步

，最后更直接暴冲到镜头前，快速地念完歌词

来段假饶舌，可爱指数爆表。

妈妈贾静雯PO影片的同时也说“实在太好

笑忍不住要分享”，笑称咘咘自己会转换节奏

，正常版-慢板(版)-快板(版)？这次唱歌你们听

懂了吗？”吸引许多网友大赞超治愈。

咘咘海唱兒歌咘咘海唱兒歌
33段變速段變速++自創舞步萌翻了自創舞步萌翻了

藝人孫協誌最近上綜藝節目時候，談起

影響人生兩大低潮，他坦言在團體5566解散

後3年內，就將8年積蓄全花光，再加上自

組的公司經營不善、和前妻韓瑜結束4年婚

姻，種種遭遇讓他壹籌莫展，沒想到最後竟

是靠林宥嘉、五月天的邀請，才有了重新開

始的契機。

孫協誌16歲參加歌唱比賽後，幸運的被

經紀公司看上簽約，也成為臺灣第壹個唱進

校園的臺語歌手，漸漸累積年輕學子的人氣

，唱片銷售達25萬張、成績亮眼，只是後來

正趕上了當兵年紀，進了藝工隊之後，雖然

學到很多新知識，卻在退伍後直接被告知：

“（唱片）公司對妳壹點想法都沒有”，卻

也不願意跟他解約，形同被冷藏，將近2年

時間沒工作，連瓶水都要到銀行裝免費的，

他說：“我的意誌都被磨光了，真的撐不下

去，好累”。

但就在孫協誌淮備回南部之時，巧遇

“孫總”孫德榮，兩人聊了天後孫總才發現

他的窘境，過了壹個禮拜之後，對方花錢買

下他的合約，開始經營他，這才有了之後的

戲劇演出機會和團體5566，孫協誌說：“他

（孫德榮）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

之後讓孫協誌從谷底慢慢爬起的契機，

是從林宥嘉演唱會邀請他和王仁甫當嘉賓開

始的，到五月天邀請5566全體擔任2014年高

雄《只要搖滾！就是世界巡迴演唱會——

Just Rock It無限放大版》第2場演唱會驚喜

嘉賓，再到2016年在金鐘獎上合體，綜藝節

目《饑餓遊戲》應然而生，終於又再脫離低

潮。

他說：“妳只要淮備好了，就堅持到底

。機會隨時會出現，重要的是要把握住。”

這是孫協誌從兩次低潮中所領悟到的，也是

想和所有正在苦撐著的人分享的。

孫協誌自曝兩次人生低潮
感謝五月天和林宥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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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海鮮酒樓常備各種生猛游水海鮮

地址﹕11215 Bellaire Blvd.(位於香港城商場)
訂座電話﹕281-988-8898

歡迎預訂全年酒歡迎預訂全年酒席席﹑﹑社團聚餐社團聚餐

精心承辦婚禮、壽宴、社團等各類型宴會

二樓大型豪華宴會廳，大型舞台，可容納百餘席

天天茶市 正宗粵菜 港式點心

此優惠只限堂食，Party、假日除外。

珊瑚蝦、帶子、彩龍魚、游水石蟹、貴妃蚌、刀蜆、龍躉斑

（誠徵：企檯、出納，有意者面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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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頗受大眾歡迎的電視

劇類型，武俠劇在近幾年的電

視熒屏中卻略顯沈寂，讓不少

武俠迷心生遺憾。作為壹部

“具有歷史厚重感兼具人文情

懷的武俠劇”，《少林問道》

的出現成功彌補了市場上的空

缺。目前，這部集結周壹圍、

郭京飛、張誌堅、郭曉婷、何

賽飛、是安等壹眾演員的武俠

劇正在央視八套黃金檔播出，

劇中，周壹圍剃度出家變身

“周小僧”，與郭京飛、張誌

堅飾演的“暗黑系”反派上演

了壹出“華麗”的復仇大戲。

周壹圍千方百計“花樣復
仇” 開啟“打怪升級”模式

周壹圍此次在《少林問道》

中，他由“公子哥”程聞道化

身僧人無想，角色的轉變之大

成為本劇的壹大精彩看點。

劇中，程聞道壹家被屠，

為了復仇，他可以說是“用盡

全身力氣”，卻不料身患寒疾，

危在旦夕，更被“反派Boss”

明德（張誌堅 飾）重兵追捕。

雪上加霜的是，他精心策劃的

復仇大計被另壹“暗黑”反派

高劍雄（郭京飛 飾）識破而流

產，與青梅竹馬李秦秦（郭曉

婷 飾）愛情也成為奢望。心灰

意冷的程聞道遁入空門入少林，

意外開啟“打怪升級”模式。

面對仇敵的不斷挑釁，面對內

心叫囂的復仇欲望，已成為僧

人的無想陷入兩難的境地。

對於這個角色，周壹圍形

容他是“花樣作大死”的“富

二代”，同時表示，程聞道壹

家被殺，活在世上的意義就是

報仇，因此，對於這樣的“花

樣作死”，周壹圍本人還是非

常理解的。他坦言生活中的自

己也會“作”，也會較勁，尤

其是在演戲的時候，會為了角

色不斷研究，但是自己會把握

壹個度，讓所有人都很舒服。

“禪、武、醫” 樣樣精
通 周壹圍為角色成功“Get新
技能”

此次在《少林問道》中，

周壹圍首次“剃度出家”化身

精通佛法的僧人無想，還“身

居要職”，任少林寺藥局首座，

並且得到少林寺十八銅人真傳，

“禪、武、醫”手到擒來，樣

樣精通。劇中，他手持佛珠，

壹襲素衣，時而雙手合十參悟

佛法，時而大義淩然慷慨激辯，

把無想的“義”與“恨”刻畫

的入木三分。

為了演繹這樣壹個糾結又

痛苦的僧人形象，周壹圍可以

說下了“苦功夫”，在私下裏

經常與宗教界的朋友探討藏傳

佛教、漢傳佛教、印度原始佛

教，成功“Get新技能”。周壹

圍說自己很享受這個過程，還

透露劇中很多無想的佛語都出

自他的手筆。

色彩鮮明的人物設置，環

環相扣的精彩劇情，看周壹圍

如何上演“花式復仇”？“腹

黑”郭京飛是否會將“兄弟”

周壹圍“捉拿歸案”？請繼續

鎖定央視八套黃金檔《少林問

道》，讓熱血燃情武俠之風燃

爆妳的暑期熒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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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民國探案電視劇《天津1928》孫浩戲份順利殺

青，該劇由黃誌忠[微博]執導，並與吳剛、孫浩、柯藍

等共同主演，講述了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壹段天津傳奇往

事。卓爾文化旗下演員孫浩，飾演巡捕房華人探長沈誌

雄，和黃誌忠完成首次合作，共獻精彩。

化身華人探長 孫浩黃誌忠演繹天津往事
電視劇《天津1928》主要講述上世紀二十年代初，

軍閥混戰，民不聊生，而奇聞逸事層出不窮。該劇以特

殊的視角展示了當時繁雜的社會現狀，還原了壹個民國

時期“審訊者”這樣壹個特殊職位的愛恨情仇。

據悉，孫浩飾演的正是巡捕房的華人探長——精明

幹練的沈誌雄。在劇中，沈誌雄是壹個充滿英倫氣質的

人物，幫助由黃誌忠飾演的柯沈偵破種種離奇案件，與

柯沈既互相牽制又惺惺相惜，對於整體劇情的發展起到

了關鍵作用。無論國內外還是從古至今，我們已經在熒

屏上見過了許多“神探”，每壹位“神探”都獨具個人

風格。此次孫浩飾演的華人探長又將如何刷新人們的認

知，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角色跨度大 孫浩多棲發展唱、演全能
前不久熱播的《白鹿原》中，孫浩飾演的楊排長壹

角，頗得業界和觀眾的人好評。孫浩在影視作品中塑造

的角色，基本沒有重復，跨度非常之大。回溯到九十年

代，孫浩憑借《中華民謠》等經典曲目唱遍了大江南北，可以說是家喻

戶曉。但是每壹個人都不是止步不前的，孫浩這幾年頻頻出現在影視作

品中，唱而優則演，打破了“歌手”的刻板印象，用不斷磨練的演技和

優秀的作品強化自身“演員”標簽。從《懸崖》、《後海不是海》到

《壹仆二主》，孫浩每壹個角色都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壹仆

二主》中孫浩飾演的造型師何大壯，充滿了喜感又犀利的反差萌，隨口

壹句臺詞都是金句。在今年口碑爆棚的歷史巨制《白鹿原》中，孫浩再

次傾情出演，還原了壹個魚肉百姓的楊排長，與張嘉譯在劇中鬥智鬥勇，

看點十足。期待孫浩繼續為我們帶來屬於《天津1928》的更多驚喜。

近日正在播出的紅色經典剿匪傳奇電視劇《林海雪

原》，奶頭山“四少”間為奪位也是“風起雲湧”，為

觀眾帶來壹出精彩的“宮鬥記”。“痞範兒男”金士哲

在劇中飾演“二少”許祿，外表陰險狡詐，行動無下限

諂媚，內心也是充滿了對權力的渴望。金士哲成功塑造

了壹個由內而外“壞到掉渣”的土匪形象。

電視劇《林海雪原》講述了少劍波（張睿飾）、

楊子榮（李光潔飾）帶領東北剿匪小分隊，智鬥土

匪，消滅奶頭山、威虎山、大鍋盔等頑固悍匪的故

事。不同於以往的《林海雪原》改編故事著重描繪

小分隊的正義力量，新版《林海雪原》全景式展現

這場“林海”較量，壹面講述小分隊剿匪進展、共

產黨土改工作，另壹面也展現了土匪窩裏的混亂景

象。正與邪的鮮明對比，為該劇增添了更多看點。

劇中，土匪窩的混亂景象首次“公開”，觀眾卻發

現，這簡直就是壹出活脫脫的“宮鬥記”。例如演

員金士哲所在的“奶頭山匪隊”，四兄弟笑裏藏刀

展開“繼承人之爭”，為“上位”手段頻出，“跪

求”老爹許大馬棒（大秦飾）青睞。

壹般家庭裏，長子最受重視，小兒子最受寵愛，

中間的孩子被“忽略”長大。金士哲飾演的老二許

祿，劇中跟著大哥許福“咬五喝六”逞威風，本以

為他是跟著大哥走的“好弟弟”，然而在最近的劇

情中，許祿終於暴露了自己的狼子野心。胡彪為許

大馬棒找回傳家寶大馬棒，許大馬棒把棒子供在了

小兒子的靈前，然而，等所有人離開，許祿拿起棒

子，沖弟弟牌位放話：“我的！”短短兩個字，許

祿的上位野心展露無遺。

演員金士哲十分有表演天賦，此次飾演的許祿，

完美詮釋了這個角色陰暗、變態的心理，且眼神靈活

玩味，心機土匪形象躍然熒屏。劇中，奶頭山“家庭

會議”時，他整個人窩在椅子裏，壹副紈絝像；見到

小媽蝴蝶迷（金星飾），笑得諂媚，伏低做小；上陣

對敵時，又是膽小怯懦只管讓手下當“炮灰”；無人

時，撫摸大馬棒，眼神裏都透露著貪婪。想要了解更

多“野心家”金士哲的精彩表現，敬請關註正在播出

的紅色經典剿匪傳奇電視劇《林海雪原》。

《復合大師》張超日久生情
表白老板代樂樂

在最新的劇情中，“耿直”的理工男張超在“分手工作室”的工作已經

得心應手，在追求女神周末（王曉晨飾）未果之後，與老板賀周壹（代樂樂

飾）在日常工作的相處中漸漸日久生情，並在劇中化身“私人訂制”版點唱

機，為賀周壹自彈自唱曲目，令賀周壹欣賞不已。隨後余光尋求競爭對手

“復合工作室”策劃了壹場出人意料的告白儀式，沒想到卻遭到了賀周壹的

拒絕。余光並沒有對這段感情輕言放棄，他開始了自己充滿艱辛的“追師”

之路，而賀周壹雖然對初戀李斷（賈乃亮飾）余情未了，但是卻漸漸的默認

了余光的追求，這對“師徒組合”最終會有情人終成眷屬嗎？請繼續關註

《復合大師》。

據悉，由張超主演的《犯罪心理小組X》正在大連拍攝中，該劇講述了

在毒舌天才犯罪學教授徐朗的帶領下的犯罪小組，接連破獲了各種匪夷所

思的要案的故事。張超所飾演的徐朗是馬裏蘭犯罪學博士專攻犯罪心理。

擅長微反應和圖像記憶法，有“人體測謊機”和“行走的記錄儀”之稱。

看上去玩世不恭，卻有著讀取別人內心的特異功能和拆穿謊言強迫癥。

《少林問道》周壹圍變小僧
PKPK 暗黑系仇敵暗黑系仇敵

《林海雪原》心機土匪金士哲

野心勃勃欲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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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梅隆計劃拍攝新“終結者”三部曲
時隔35年後重獲版權 不滿他人所拍“終結者”

詹姆斯· 卡梅隆近日接受澳大利亞新聞網采訪時表示，

他正打算拍攝新的《終結者》三部曲。

卡梅隆稱，他正在和制片人大衛· 埃裏森——《終結者

》系列全球版權持有者——進行商談，並且再過壹年半，

該系列的美國市場版權便將回到他自己的手中。“現在我

們的方向是，做壹個新的三部曲”。卡梅隆說。

今年3月，大衛· 埃裏森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就曾透露

《終結者》系列電影今年將有大動作，卡梅隆或將繼續參

與創作，而非之前傳言的《死侍》導演蒂姆· 米勒。

時隔35年之後，《終結者》的版權又將回到卡梅隆的

手中。這壹切都源於他當初壹個瘋狂的舉動——以1美元

將自己的劇本賣給制片人Gale Anne Hurd，條件是由他來

當導演。結果壹部影史經典因此誕生，施瓦辛格也開啟了

他的壹代巨星之路。接著，1991年卡梅隆又執導了《終結

者2》，但之後又把版權轉讓給了制片公司“卡洛可”。在

“卡洛可”破產後，他曾向制片人Mario Kassar 和 Andy

Vajna提出要買回版權。二人拒絕了他，但表示他可以參與

接下來的終結者系列電影，卡梅隆也同樣以拒絕回應了對

方。

版權接著被Pacificor公司以2950萬美元買下，在公司

財務經營困難的時候，版權最終轉手給了梅根· 埃裏森，也

就是大衛· 埃裏森的親妹妹。

在采訪中，卡梅隆還被問及對於最近的三部“終結者

”電影（《終結者3》《終結者2018》《終結者：創世紀

》）的看法，他回答稱，盡管自己對該系列後幾部影片並

不滿意，不過因為他和阿諾· 施瓦辛格有33年的交情，所

以他還是力挺老友。

目前，卡梅隆正忙於制作《阿凡達》四部續集中的第

壹部，將於2020年12月上映。

《猩球掘起3》內地定檔9月15日

中國海報預告曝光
猿族人類生死激戰壹觸即發

二十世紀福斯電影公司出品的科幻動

作冒險巨制《猩球掘起3:終極之戰》將於9

月15日登陸中國內地院線。最燃的人猿激

戰、最具懸念的大戰結局，猿族六年逆襲

之路迎來最終回完結，影片的中國定檔版

海報及預告片也在今天正式曝光。

《猩球掘起3：終極之戰》是“猩球掘

起”系列的最終章，影片從壹開始就將觀

眾拉進緊張的戰爭氣氛，人猿勢不兩立憤

怒開火。

本部中的戰爭場面更加多樣化，原始

森林、雪山之巔，荒廢的沙灘，利用地形

特征帶來了不同層次的槍戰戲和打鬥戲。

其中猿族用過人智慧和冷兵器對抗人類工

業文明下的槍支彈藥刷新眼界，這些不同

以往的元素將第三部推向系列巔峰。

該片由馬特· 裏夫斯時隔三年再度執導

，動作捕捉大神安迪· 瑟金斯、兩屆奧斯卡

提名的伍迪· 哈裏森聯手飆戲，頂級動作捕

捉特效專家維塔工作室保駕護航，奧斯卡

最佳配樂邁克· 吉亞奇諾實力操刀，超強陣

容共同打造。

作為動作捕捉領域的頂級大神級，安

迪· 瑟金斯無疑是影片的靈魂，他遊走在復

仇的欲火和堅韌善良之間，將凱撒這個角

色塑造得十分立體。“猩球掘起”系列中

的凱撒代表數字虛擬角色，在世界影史發

展過程中意義非凡。在影片中，安迪· 瑟金

斯通過動作捕捉貼切的演繹了壹只“會說

人話的猩猩”，安迪說到：“秘訣在於去

塑造角色、創造角色的思維

”。在這種虛擬狀態的演繹

中，他充分調動想象力還原

猿族形態和發聲，從而展現

真情實感。而相比前兩部，

本次的猩猩陣容超越以往，

包含十多個重要關鍵角色，

故事情節和線索更為豐富，

讓觀眾壹足戲癮。

壹手將動作捕捉技術推

向高潮，打造出神作《阿凡

達》的維塔工作室，在《猩

球掘起3》中再次刷新動捕

技術巔峰，排除了戶外光線

的幹擾，首次將動作捕捉技

術帶到崎嶇冰凍的山區和雪

地。猿族在冰天雪地中臉部

肌肉會發生變化，溫度差異

帶來的臉色與細紋變化細致

入微，在大師級攝影師邁克

爾· 瑟瑞辛的監督下，以令

人驚艷的65毫米底片捕捉

下來，完成了壹次史無前例

的突破。

系列最終章裏，除了原

班人馬驚喜回歸，新角色的

加盟成為壹大亮點。

曾兩度提名奧斯卡的伍迪· 哈裏森在片

中飾演極端的反派上校，與安迪· 瑟金斯扮

演的凱撒有大量對手戲。這兩個角色將代

表兩個截然不同的陣營，人性與獸性的沖

撞將帶給觀眾心靈的震撼。

《猩球掘起3:終極之戰》已定檔9月15日登

陸內地院線。

直擊《極寒之城》洛杉磯首映紅毯
查理茲·塞隆黑色透視裝炫酷亮相

當地時間7月24日，電影《極

寒之城》在洛杉磯舉行首映禮。主

演查理茲· 塞隆壹襲黑色透視裝炫

酷亮相紅毯，同時現身助陣的還有

著名喜劇演員切爾西· 漢德勒、愛

莎· 泰勒，以及該片的動作指導薩

姆· 哈格裏夫等。

《極寒之城》根據安東尼· 約

翰斯頓（Antony Johnston）的同名

小說改編，講述了“冷戰”結束前

的間諜行動。查理茲· 塞隆在片中

飾演壹位名叫洛林· 布勞頓的英國

特工，她要找回壹份從德國帶回來

的間諜名單，並與和她有著相同目

標的殺手展開了較量。詹姆斯· 麥

卡沃伊在片中飾演她的合夥人。此

外，約翰· 古德曼、索菲亞· 寶特拉

、托比· 瓊斯等演員也加盟了該片

。《極寒之城》將於7月28日在美

國上映。

諾蘭：“湯姆就是湯姆，他是非凡的！”
《敦刻爾克》遮住湯老師面部的導演版解釋

克裏斯托弗·諾蘭今日在接受外媒 Press
Association采訪時說：“他（湯老師）演《蝙
蝠俠：黑暗騎士掘起》時，只用壹對眉目和
壹點前額進行的表演實在令我驚喜。”

但對於《敦刻爾克》中湯姆·哈迪的造型
，諾蘭最初覺得自己是加大了賭註。“我就想著
，讓我們來看看沒有前額，沒有眉毛，甚至只有
壹只眼睛，他還能怎麽表演吧！”

“當然，湯姆就是湯姆，就算只用壹只眼睛
，他的表演也比其他人用全身來得精彩。這就是
那個男人獨有的才華，他是非凡的！”說實話，
小編我在敲下以上這些話的時候都直起雞皮疙瘩
，諾蘭還真是不吝於表達自己對湯老師（的才華
）的欣賞之情啊，但當我仔細看了壹下《敦刻爾
克》的預告片和劇照，只能服氣。

9月1日，中國觀眾可以走進影院欣賞壹下湯老師那被諾蘭稱贊為“非凡”的演技。

《神偷聯盟》新宣傳片喜感十足
“007”克雷格放飛自我 錢老板“凱洛倫”組團打劫

喜劇動作片《神偷聯盟》

（曾譯《幸運的羅根》）曝光電

視預告片，丹尼爾· 克雷格、查

寧· 塔圖姆、亞當· 德賴弗、希拉

裏· 斯萬克、凱蒂· 霍姆斯、塞巴

斯蒂安· 斯坦、凱瑟琳· 沃特森等

主演悉數出鏡，伴隨著納斯卡賽

場上空飄揚的歌聲與引擎轟鳴，

壹場驚天動地的大劫案開始了。

《神偷聯盟》是索德伯格繼

“十壹羅漢”系列後推出的最新

犯罪喜劇大片。

影片故事圍繞生活工作不順

的羅根兄弟（查寧· 塔圖姆、亞

當· 德賴弗飾）展開。兩人準備在

全美賽車盛會納斯卡期間進行搶

劫，而奧斯卡影後希拉裏· 斯萬克

飾演的FBI特工則要追蹤這對劫

犯。

《神偷聯盟》將於今年8月

18日北美上映。

喜歡“湯老師”湯姆·哈迪
顏的粉絲可能又要失望了，他
在新片《敦刻爾克》中絕大多
數時間戴著飛行面罩。想知道
為啥？讓諾蘭來告訴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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