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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盐城瑞峰菱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遗失江苏增值税专用发
票（抵扣联、发票联），发票代
码：3200171130，发票号码：
12591433，声明遗失。

桑剑遗失子女桑瑾萱出生
证，证号：M320132385，声明
作废。

东台市时堰镇冬之平食品
店 （ 注 册 号 为 ：
92320981MA1NQF3G2M）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一本，编号
为 ：
320981000201704100106，声
明作废。

何荣华遗失子女何钱昊出
生证，证号：M321139581，声
明作废。

东台市鹏凯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
废。

东台市后港镇丁根圣卤菜
店 （ 注 册 号 为 ：
320981600553909）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本 一 本 ，编 号 为 ：
320981G018459，声明作废。

王容遗失子女马亦泽出生
证，证号 P320347447，声明作
废。

江苏金芒果园林绿化工程有
限公司股东于 2017 年 3 月 16 日
决定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
公司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周华

联系电话：18962033332
地址：东台市北关路8号
邮编：224200
江苏金芒果园林绿化工程有

限公司清算组
2017年8月11日

注销公告

来自制片方的消息，吴京
自导自演的军事动作片《战狼
2》上映 12 天后，票房达 34 亿
元，超越《美人鱼》，成为中国电
影市场票房冠军。

《战狼 2》讲述了脱下军装
的冷锋卷入一场非洲国家叛
乱，本来能够安全撤离却无法
忘记军人职责，重回战场展开
救援的故事，主演还包括弗兰
克·格里罗、吴刚、张翰等。

影片自7月27日上映伊始
就表现出强劲态势，7月 30 日
以 3.597 亿元刷新了中国影史
单日票房纪录，随后创造了最
快破7亿元、8亿元、9亿元、10

亿元的票房纪录，截至8月7日
票房超过34亿元，打破了《美人
鱼》2016年创造的中国影史票
房纪录。

“所有纪录都是用来打破
的，未来《战狼2》的票房也会被
超越，但奇迹的创造者始终都
是观众。”吴京说。

事实上，2015年，吴京自导
自演的《战狼》第一部就成为当
年清明档票房“黑马”，也被誉
为近年来主旋律电影的市场

“突围”之作。
目前，中国电影市场排行

榜上前三甲为《战狼 2》《美人
鱼》《速度与激情8》。

《战狼2》超越《美人鱼》
登顶中国电影票房冠军

近年来，中国田径队在接力
项目中的优异表现展现了一定的
整体实力，却也掩盖了后继无人
的隐忧，这也很可能使中国短跑
在未来的竞争中落入下风。

本届世锦赛的男子百米比赛
中，共有 6名东亚选手跻身 24人
的半决赛，创下历史新高。其中3
名参赛的日本选手萨尼布朗、剑
桥飞鸟和多田修平全部从预赛晋
级。与中国相似，日本短跑同样
在近两年进步明显，不仅保持着

男子4×100米接力的亚洲纪录，
更是在去年的里约奥运会中获得
了该项目的亚军。目前，日本队
已经明确将东京奥运会的男子接
力金牌设定为目标。

尽管在 6 名闯入半决赛的东
亚选手中，最终仍旧只有苏炳添

一人杀入决赛，但不可否认的是，
随着张培萌的职业生涯逐渐步入
尾声，中国男子短跑的阵容中只
有苏炳添和谢震业两人具备跑进
10秒 10以内的水平。相比之下，
日本队的阵容更具厚度，除 3 名
参加世锦赛的短跑选手之外，桐

生祥秀和饭冢翔太今年的最好成
绩同样在10秒10之内。

在今年钻石联赛上海站的男
子 100 米比赛中夺冠之后，苏炳
添便表示，希望中国能有更多的
年轻选手“顶上来”。在本届世锦
赛结束之后，苏炳添也将迎来 28
岁的生日，昔日的追风少年终将
不再年轻。保持短跑项目的“可
持续发展”，将是中国田径在未来
几年内的最大挑战。

挑 战

本届伦敦田径世锦赛上，获得
男子 100 米和 200 米两项参赛资
格的谢震业，为了更好地准备4×
100米接力比赛，退出了男子200
米的争夺。

与男子100米、200米等个人
项目相比，中国田径队在男子4×
100 米接力项目中登上领奖台的
可能性要大得多。从里约奥运会
周期开始，以接力带动短跑便是中

国田径的主要发展策略之一。由
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队更多
是在比赛之前临时进行交接棒练
习，团队配合更加充分的中国队完
全可以通过娴熟的交接棒环节，弥

补个人能力上的劣势。
在“接力带动短跑”的策略下，

不仅苏炳添、谢震业等名将不断刷
新着个人最好成绩，中国田径也涌
现出了汤星强、吴智强以及梁劲生

等年轻选手。与此同时，中国队也
在国际大赛中不断创造佳绩，由莫
有雪、谢震业、苏炳添和张培萌组
成的男子接力队在北京世锦赛中
夺得亚军，并一度保持着新的亚洲
纪录。今年在巴哈马举行的世界
接力锦标赛中，中国队在男、女
4×100米接力项目中都收获了铜
牌。

期 待

以10秒27的成绩第八个冲过
决赛终点线，苏炳添坦言，自己的
体能状况已不如两年前。“虽然两
年前跑完半决赛后比这一次更累，
但我还是能在两个小时后的决赛
中跑出10秒10以内的水平”。但
这次，决赛的发令枪一响，苏炳添
便被身旁几位对手带乱了节奏。

由于年龄的增长，体能状况的
下滑难以避免。但与两年前相比，
苏炳添驾驭高水平比赛的能力则
愈发娴熟。在电光火石的比赛中，

他能根据比赛状况及时作出调整。
“前半程有些紧，就在后面增

大了步幅”，经过调整，苏炳添以
10秒03的成绩在预赛中轻松获得
小组头名晋级。而在决赛中，尽管
起跑阶段被打乱节奏，苏炳添迅速

稳住阵脚，以更加安全的方式跑完
比赛。

“在热身场的时候，我会刻意
关注博尔特、加特林等选手，学习
他们的热身、准备方式”。通过学
习提升自身的欲望和能力，是苏炳

添不断在赛场上取得突破的重要
原因。2014 年，遇到瓶颈的苏炳
添主动提出更换“主力腿”，打乱自
己原有的比赛方式，这才有了第二
年尤金钻石联赛中的9秒 99。训
练中的不少新点子，都是苏炳添在
学习思考后提出的建议。2020年
东京奥运会时，苏炳添将成为 31
岁的“老将”，这种不断学习、提升
自身的能力，为他创造奇迹保有了
可能。

提 升

当地时间 8 月 5 日 21 时 45 分，继两年前的北京田径
世锦赛之后，苏炳添再次站在了世锦赛男子百米决赛
的跑道上。尽管两次决赛的成绩都是最后一名，但苏
炳添依然将其视为对自身的肯定——“至少这一次是
名副其实的第八名。”

两年前在“鸟巢”的世锦赛半决赛中，苏炳添与法
国名将维考特的成绩相同。由于“鸟巢”恰好有 9 条跑
道，本就善于因地制宜的国际田联判定二人双双进入
决赛，这使中国运动员首次站在世界大赛的男子百米

“飞人大战”跑道之上。
与两年前相比，苏炳添取得伦敦世锦赛决赛门票的

过程更令人信服，他应对国际大赛的密集赛程更显从
容。这与中国短跑的整体发展势头相吻合，自里约奥运
会周期以来，以苏炳添为代表的中国短跑选手已取得钻
石联赛分站赛冠军、世锦赛决赛资格以及冲进10秒大关
等突破，而男子4×100米接力队更是将成绩稳定在世界
顶尖水平，甚至登上世锦赛和世界接力锦标赛的领奖台。

在中国短跑已成为世界大赛决赛的“常客”之后，
无论是苏炳添个人还是接力团队都需要寻求新的突
破。

中国短跑成世界大赛决赛中国短跑成世界大赛决赛““常客常客””

北京时间8月9日，NBA官方
宣布，新赛季开始将对赛程做出调
整。

上赛季，许多明星级别的球员
在重大赛事中缺席，因此新赛程将
尽可能减少球队打背靠背比赛的

数量，以便确保直播的收视率，同
时降低伤病风险。

具体调整包括：将常规赛开赛
日期提前一个周；彻底消除5天4
赛以及 30 天 18 赛这种过于劳累
的赛程安排；将每支球队的赛季平

均背靠背次数由 16.3 场调整至
14.9场。与上赛季相比，一共减少
了40场背靠背比赛；将只打一场
客场的比例下调17%；将飞行距离
达3000公里以上却只打一场客场
的比例下调67%，下赛季将总共只

有11场上述情况出现；将当地时间
周末进行的比赛由 549场上调至
568场，尤其是在当地时间周六会
出现大幅上涨。在此之前，NBA
往往在橄榄球联赛期间尽量避免
周末下午打比赛以保证收视率。

NBA新赛季宣布调整赛程 提前一周开赛减少背靠背

因第一次公开招标流标，特出二
次公告，再次进行招标。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地点：溱东镇老政府食

堂。
（2）质量标准：合格。
（3）建设单位：溱东镇人民政府。
（4）施工总工期：20个日历天。
二、招标内容：本工程包含室内

改造工程、屋面及外墙立面改造工程
两大块，具体详见工程量清单。

三、投标申请人应当具备的主要
资格条件：

（1）申请人资质类别和等级：三
级及以上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
包资质；

（2）拟选派项目负责人资质等
级：二级及以上建筑工程注册建造
师。

四、报名需要携带的资料：
单位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

书、单位介绍信、法人授权委托书、
受委托人居民身份证（原件备查、
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五、工程款支付：工程竣工验
收合格后付至50%，满一年后审计
付至审定额的80%，满两年后结清
余款。

六、报名时间
2017 年 8 月 11 日 8:30 到

2017年8月16日18时。
七、报名地点：溱东镇招投标

办公室(513)
联系人：陈振燕 宋伟平
联 系 电 话 ：0515-69989389

15851030119（陈）18260623612
（宋）

2017年8月11日

溱东镇老政府食堂改造工程
二次招标公告

博德密封科技（江苏）有
限公司股东会于2017年8月7
日决议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
立了公司清算组。请公司债
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

联系人：周俊华

联系电话：13770279848
地址：东台市梁垛镇临塔

机电产业园园区大道36号
邮编：224200
博德密封科技（江苏）有

限公司清算组
2017年8月10日

注销公告

东台瑞澳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于
2017 年 8月 4日决定解散公司，并
于同日成立了公司清算组。请债权
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
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陆建国

联系电话：18014660121
地址：东台经济开发区迎宾大

道10-6号
邮编：224200
东台瑞澳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7年8月4日

注销公告

东台市金盛商贸有限公司股
东会于2017年 8月8日决议解散
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清算
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

联系人：朱文林

联系电话：13917173555
地址：东台市怡和花园6号楼

502室
邮编：224200
东台市金盛商贸有限公司清

算组
2017年8月8日

注销公告

东台市一众广告有限公司股
东于2017年 6月1日决定解散公
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清算
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

联系人：夏存兰

联系电话：13382626538
地址：东台市南沈灶镇兆丰

居委会七组138号
邮编：224224
东台市一众广告有限公司清

算组
2017年8月11日

注销公告

温馨提醒——今 日 天 气 本市：多云转阴有阵雨，东南风4-6级，26℃/32℃ 大丰:26℃/33℃ 兴化:27℃/30℃ 海安:27℃/31℃

市民朋友，您好！
我市正在开展文明城市

创建活动。您的意见将对
城市创建、政府及其职能部
门改进工作起到重要的参
考 作 用 ，请 您 认 真 阅 读 了
解，届时配合问卷调查。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内容是什么？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2.我市开展公益广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
宣传主要做了哪些具体工
作？

近年来，我市部署开展
了“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
告宣传工作，在公交站台、
公园景点、城市出入口、车
站、商场以及小区都发布各
类公益广告。

3.我市是如何评选“十
佳道德模范”“东台好人”等
典型人物的？

我市出台《“东台好人”
和 道 德 模 范 评 选 表 彰 办
法》，每季度推出东台好人
榜，每两年评选一次道德模
范，先后涌现出省、市道德
模范崔卫香、陈宝宽、郑小
祥等一批先进典型。

4.我市是如何推动有关
家风、家训、家教建设工作
的？

我市积极开展“传家训，
立家规，扬家风”活动，常态
化开展“最美家庭”评选，运
用道德讲堂、故事分享会、
公益广告等载体，深化家庭
文明建设，先后涌现出崔卫
香、刘怀仁、汪雪琴等全国
和江苏省文明家庭。

创建文明城市
应知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