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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导演徐宗政、主演林永
健(饰演展大鹏)、蒋欣(饰演畅歌)、
童蕾(饰演方昕然)、梁振伦(饰演
展昭)集聚上海，出席《凡人的品
格》开播发布会。

《凡人的品格》聚焦平凡人的
创业故事，书写了大时代中小人
物的闪光人生，用平凡人的励志
生活篇章破解都市人的创业与情
感谜题，描绘了一幅平凡人生活
的励志图景，呈现了真实人生中
的酸甜苦辣。导演徐宗政表示：

“这部剧是温暖的现实主义题材，
之所以叫《凡人的品格》，我们大
多数都是平凡的人，我想反映他
们的生活状态，记录每一个能感
动我们的瞬间”。

林永健的喜剧表演风格深入
人心，出演了一系列自带喜感的

“萌叔”角色。在《凡人的品格》
中，林永健突破套路，饰演的展大
鹏是一位曾经做过战地记者的金
牌制片人，他战斗在传媒第一线，
在职场拼杀，是个名副其实的霸
道总裁。林永健表示：“导演当时
找我就表示要改变我，这打动了
我接这部戏，完成了一个比较严
肃形象的转变。”林永健透露该剧
拍摄的过程非常愉快，大伙都拿
他当大哥，他也喜欢“操心”年轻

人的事，蒋欣表示：“林永健口头
禅：最近怎么样顺利吗？结果这
句话成了全组口头禅。林永健现
场问童蕾孩子呢？在哪呢？要带
在身边啊。看到我就问，女人到
了年纪该谈对象谈对象，该生孩
子生孩子，说得我无言以对。”林
永健也因此成了剧组名副其实的
暖心长辈。

剧中，林永健黑超遮面、蒋欣
害羞卖萌、梁振伦青春活脱、正剧
女王童蕾扮心机女正邪有度、老
戏骨“陈岩石”白志迪充满老炮儿
范儿，让该剧看点十足。

今年已播出的都市剧中，蒋
欣主演了 3部：《欢乐颂 2》《继承
人》《盲约》。在《凡人的品格》中，
她颠覆形象出演职场菜鸟畅歌，
梦想成为像奥普拉一样的著名主
持人，却因为意外而无法面对镜
头。她与展大鹏在低谷时相遇，
互相扶持。蒋欣直言接戏缘由：

“与导演十年后第二次合作，还有
林永健也是第二次合作都非常默
契。”在谈及职场话题时也坦言：

“职场上要努力，如果有能力就要
往上冲，能力不够就要踏踏实实
做事。”她坦言这个角色才像自己
的个性，“《欢乐颂》里面的樊胜美
并不是我自己”。

林永健蒋欣搭档
演绎“凡人品格”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张灶四组南北庄线路工程，
前期准备工作已完成，为择优选
择施工单位，合理利用资金，确保
工程质量，现对全社会公开招标：

一、工程名称
张灶四组方塘河北浅延伸段

砼路工程
二、工程概况
工程地点：张灶村四组。
工程规模：新浇筑水泥路面

约1515平方米。
三、投标人应具备的主要资

格条件
申请人资质类别和等级：建

筑工程、公路或市政专业承包三
级及以上，项目经理三级或三级
以上。

四、请有意投标者于 2017年
10 月 29 日前到唐洋镇政府三楼
会计站领取相关招标资料，同时

交纳招标资料费100元。（节假日
除外）开标时间：2017年 10月 30
日下午3时，地点：政府五楼一会
议室。

五、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杭 永 柏 85032370

13921837609
储卫宏 13770297993

2017年10月23日

唐洋镇张灶村砼路工程招标公告

（下列人员），因你（们）擅自
停止经营烟草专卖经营业务已
达 6 个月，我局于 2017 年 9 月
22日发布公告提示你（们）前来
办理恢复营业或停歇业手续，直
至2017年 10月 22日，你（们）仍
未前来办理任何手续，我局决定
收回你（们）持有的烟草专卖零
售许可证，现予以公告，并声明
该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作废。

江苏省东台市烟草专卖局
2017年 10月23日

公 告

下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因停止经营烟草业务已达一年
以上，现请持证人于公告发布
之日起一个月内到市政务服务
中心三楼烟草窗口办理恢复营
业或歇业手续。逾期未办理相
应手续的，我局将根据《烟草专
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五十条、
《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
定，对其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予以收回。

东台市烟草专卖局
关于提醒停业一年以上持证人办理手续的公告

青春洋溢龙腾虎跃青春洋溢龙腾虎跃
运动健儿运动健儿砥砺前行砥砺前行

———东台中学—东台中学20172017年秋年秋季运动会开幕式精彩纷呈季运动会开幕式精彩纷呈

东台市戴亚林苗木专业合作社遗
失于2014年3月28日办理的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发证机关为：东台市地方
税务局，证号为：320981094153437，
声明遗失。

东台市梁垛繁华小吃店（注册号
为：320981600225943）遗失营业执
照 正 本 一 本 ， 编 号 为 ：
320981000201507280070，声 明 作
废。

备受期待的《王牌特工2：黄
金圈》10 月 20 日起以 2D、3D、
IMAX3D 等版本上映。第一部
中，王牌特工“脸叔”在一次任务
中落入陷阱不幸遇害，在本部中，

“脸叔”被联邦特工局用高科技治
疗方法从致命枪伤恢复过来，起
死回生无疑成为影片一大惊喜。

《王牌特工 2：黄金圈》由马
修·沃恩执导，影片讲述了王牌特
工惨遭神秘组织“黄金圈”暗算，
甜美女魔头波比一声令下，特工
总部毁于一旦。绝望中的艾格西
和梅林不得不开启“末日协议”，

但万万没想到“救命武器”竟是一
瓶酒，令人大跌眼镜。根据线索
来到美国的他们，结识“美国表
亲”联邦特工，龙舌兰、干姜水、威
士忌、香槟四大联邦特工逐一亮
相，一起并肩作战对抗犯罪组
织。在 IMAX版本中，三处场景
以 1.90:1 的全画幅独家呈现，观
众将多看到 26%的图像，获得更
加血脉贲张的视听体验。比如，
当眼前的特工被困水下，窒息感
就会扑面而来；当特工在伦敦街
头穿梭，仿佛你就置身于英伦的
空气中。

《王牌特工2：黄金圈》
“脸叔”惊喜回归

东台镇吕港村办公用房及公
厕新建工程，面向社会公开招标。

一、工程地点：东台镇境内。
二、工程概况：
吕港村办公用房新建面积约

100m2；公厕新建面积约 30 m2

等。
详见招标文件。
三、报名资格条件：有建筑三

级以上（含三级）工程施工资质的
单位均可报名。报名时携带：单
位介绍信或授权委托书（手写无
效且原件），报名人身份证复印
件。复印件均需加盖投标单位公
章。资格审查采取后审办法。

四、报名时间及地点：2017年
10 月 26 日下午 5:30 前，在东台
镇招标投标办公室。（东台镇政府

西二楼）
五、开标时间和地点：2017年

10月 30日下午4:00在东台镇人
民政府西三楼会议室开标。

六、联系电话：85263506。

东台市东台镇人民政府
2017年10月24日

招 标 公 告

东台镇兴灶村文化礼堂新建
及村部部分维修工程，面向社会
公开招标。

一、工程地点：东台镇境内。
二、工程概况：
兴灶村文化礼堂新建面积约

204m2；办公室拆建门 2 樘，窗 4
樘；铺设地面砖约 40 m2（600×
600）；屋面改造约220 m2等。

详见招标文件。
三、报名资格条件：有建筑三

级以上（含三级）工程施工资质的
单位均可报名。报名时携带：单
位介绍信或授权委托书（手写无
效且原件），报名人身份证复印
件。复印件均需加盖投标单位公
章。资格审查采取后审办法。

四、报名时间及地点：2017年

10 月 26 日下午 5:30 前，在东台
镇招标投标办公室。（东台镇政府
西二楼）

五、开标时间和地点：2017年
10月 30日下午3:00在东台镇人
民政府西三楼会议室开标。

六、联系电话：85263506。
东台市东台镇人民政府

2017年10月24日

招 标 公 告

东台市城东新区天洋村村民
委员会拟将东台市城东新区川东
港工程天洋村排泥仓土方，面向
社会公开竞价拍卖，土方位置为
川 东 港 河 边 ，土 方 面 积 约 为
669200立方（最终实际土方面积
按照实际运出土方量为准）。

请有意参加本次竞价活动的
企业或社会自然人于 2017 年 10
月 24 日至 2017 年 10 月 26 日到
东台市城东新区管理委员会招投
标办公室（科创大厦5楼512室或
4楼西侧办公室）报名购买竞价文
件，竞价拍卖文件 300 元/份，售

后不退；报名时企业请携带单位
营业执照复印件、社会自然人请
携带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联 系 电 话 ：13655116881
13655111566

2017年10月24日

城东新区川东港工程天洋村排泥仓土方竞价
拍卖公告

许可证号 负责人 许可证号 负责人 

320981105715 刘素华 320981100342 韩往连 

320981101643 徐美红 320981101216 杨美凤 

320981105762 姚斌 320981103285 孟伯华 

320981100562 王永涛 320981102035 仲雪芹 

320981102535 朱月平 320981101903 王天定 

320981102894 陈彩兵 320981102666 吕翠林 

320981105132 张冬林   

 特此公告
江苏省东台市烟草专卖局

2017年10月23日

 
许可证号 负责人 许可证号 负责人 

320981100023 沈  旭 320981101441 刘先兰 

320981106245 刘党珍 320981103062 蒋艾军 

320981104399 蒋红云 320981103326 梅巧林 

320981104412 冯小铭 320981101382 林素萍 

320981106295   王祥好  320981103335 朱连凤 

320981103825 顾相平 320981103358 叶以根 

320981104120 顾晓华 320981103304 杨四元 

320981104022 何永芳 320981101456 王友兰 

320981102276 胡德凤 320981101424 吴云兰 

320981101495 李昌均 320981101576 王世同 

320981205523 李亚华 320981102024 张爱平 

320981104998 沈书云 320981101746 陆生林 

320981103878 吴瑞宏 320981101532 储友兰 

320981104188 周  兵 320981106499 李  陈 

320981101895 仲延虎 320981105293 常阿玲 

320981101670 殷亚琴 320981103628 刘桂英 

320981106556 翁小琴 320981103912 周春珠 

320981102043 孟正兴 320981103757 曹永龙 

320981105788 吴登华 320981102693 练玉贵 

记者 徐越峰

10 月 21 日早晨 7 时许，东台
中学大操场上人头攒动，鼓乐齐
鸣。该校 2017 年秋季田径运动
会盛大开幕。

五十五个班级，在学校方阵
的高昂引领下，以绚丽炫目的造
型、寓意深刻的拼图、古朴典雅
的汉风、脑洞大开的魔法、顽皮
卖萌的卡通、励志夺人的呐喊，
诠释出他们对东中特质文化的
坚守，对人生梦想、青春能量的
精彩释放。学校旨在通过本次
体育盛会，践行“勤能煮海，进可
登天”的校训，把“更高、更快、更
强”的体育竞赛精神，迅速转化
到“教”和“学”的过程中去，让同
学们的青春活力在赛场上每一
个角落迸发的同时，深化对青春
东中、文化东中、明亮东中的理
解与追求。

江苏久运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于2017年10月20日刊登在《东台
日报》8版下方的减资公告中，股
东大会决议中时间 2016 年 10 月

16 日应为 2017 年 10 月 16 日，特
此更正。

江苏久运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23日

更 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