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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奥委会执委会12月5日在
此间决定，禁止俄罗斯代表团参加
将于2018年举行的平昌冬奥会，邀
请符合条件的运动员以“来自俄罗
斯的奥林匹克运动员”名义参加个
人或集体项目，任何仪式不会出现
俄罗斯国旗和国歌。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经过讨论，
接受了由瑞士原联邦主席施密德担
任负责人的委员会做出的《施密德
报告》，该报告证实俄罗斯在索契冬
奥会期间存在系统性操纵反兴奋剂
系统的情况。

根据施密德委员会的建议，国
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暂停俄罗斯

奥委会的资格，决定即刻生
效。邀请符合条件的运动员
参加平昌冬奥会，无论参加
个人或集体项目的运动员将
被冠以“来自俄罗斯的奥林
匹克运动员”的称谓。他们
身穿带有这一名字的比赛服
参赛，仪式上升奥林匹克会
旗，奏奥林匹克会歌。

此外，不允许俄罗斯体
育部官员出席平昌冬奥会。

曾任俄罗斯体育部长的穆特科和副
部长纳戈尔内赫终身不得参加奥运
会。取消索契冬奥会组委会首席执
行官切尔尼申科在北京冬奥会协调
委员会中的职务。暂停俄罗斯奥委
会主席茹科夫的国际奥委会的委员
职务。

国际奥委会还表示，保留对牵
涉其中的相关人员继续采取措施的
权利。

据了解，受邀参加平昌冬奥会
的运动员的资格将由一个委员会决
定，运动员必须经过各自项目的选
拔达到参赛标准，且不存在违背反
兴奋剂条例的情况。

俄罗斯被禁止参加
2018平昌冬奥会

第 15 届布达佩斯国际动
画电影节 12 月 3日在布达佩
斯闭幕，中国动画电影《大鱼
海棠》斩获最佳动画长片奖。

评委会主席谢莉·佩奇
说，《大鱼海棠》展示了一个独
特而神奇的宇宙，电影角色复
杂且令人难忘，给评委会留下

深刻印象。
《大鱼海棠》是一部由梁

旋、张春导演，梁旋编剧的动
画电影。电影取材于《庄子·
逍遥游》《山海经》《搜神记》等
中国古书章节，意在讲述一个

“属于中国人的奇幻故事”。
2016年7月在中国大陆上映。

在此次电影节期间，瑞典
动画短片《夜班》获得最佳动
画短片奖，日本动画长片《在
这世界的角落》获得评委会特
别奖。

本届电影节11月 29日开
幕，为期 5天，观众欣赏到 13
部动画长片和 200 部动画短

片。
一年一度的布达佩斯国

际动画电影节创建于 2002
年，动画短片竞赛单元只对欧
洲制作的动画短片开放，电影
时长限定为20分钟之内；动画
长片对出品国不设限，时长至
少要50分钟。

中国动画电影中国动画电影《《大鱼海棠大鱼海棠》》在匈牙利获奖在匈牙利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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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3日下午，中国排协决定
暂停男排联赛，全国男排为上海男
排参加 2017 年世界俱乐部男排锦
标赛让路，而来自北京的江川、谷佳
丰、张秉龙将临时加盟上海男排征
战世俱杯，由于不是国家队比赛，法
甲图尔宽俱乐部拒绝放人，刘力宾
无法参加本次比赛。不过，目前的
阵容也基本等于中国男排国家队

了。这是中国男排俱乐部历史上首
获世俱杯参赛资格。

2017 年男排世俱杯将于 12 月
12日至17日在波兰举行，共有8支
队伍参赛，上海男排携外卡出战，队
内的两大外援孔蒂和林内尔也将随
队出征。上海队主帅沈琼公布了20
人大名单，最终将从中选出14人出
征世俱杯。上海男排所在的B组其
他几个对手为：欧冠得主俄罗斯喀
山泽尼特、阿根廷联赛冠军博利瓦
以及另一支外卡球队波兰贝尔查托
夫。A组的 4支球队分别为：东道
主波兰联赛冠军肯杰任科兹莱、亚
俱杯冠军伊朗萨马耶赫银行、南美
俱乐部锦标赛冠军巴西萨达以及意
大利联赛冠军奇维塔诺瓦。上海男
排首战将对阵波兰贝尔查托夫男
排，比赛将在北京时间12月13日凌
晨3时30分开始。

虽然目前的这支上海队阵容不
俗，不过世俱杯高手如云，上海男排
小组出线的可能性依然不大。沈琼
表示：“世俱杯强手如云，我们就是
想抓住这个宝贵的机会，锻炼一下
男排国家队阵容。”

男排国家队阵容出战世俱杯

12 月 3 日下午，市广播电
视台 2017 年度职工运动会在
市一中体育馆开幕，来自各部
门的 122 位员工参加了运动

会。
本次职工运动会所设立

的项目丰富多彩，既有篮球、
拔河等团队合作项目，也有

绑腿跑、乒乓球、棋牌等个人
竞技比赛，通过运动会旨在
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强身健
体、陶冶情操，锤炼团队、展

示风貌，着力打造一支爱岗
敬业、奋勇担当、团结和谐的
广电队伍。

凝聚广电正能量凝聚广电正能量 提振团队精气神提振团队精气神
——市广播电视台2017年度职工运动会掠影

东广电

东台海港现代农业有限公司需
采购三麦、油菜腊肥，现面向社会公
开招标，欢迎各潜在投标单位或个
人前来报名。

采购品种及质量要求：
1、≥45%复合肥（品牌为中化

或者史丹利或者金正大），质量要
求：三个 15的普通复合肥，符合国
家标准，含量达标、三证齐全；采购
数量38吨，最高限价2400元/吨。

2、≥46大颗粒尿素，质量要求：符
合国家标准，含量达标、三证齐全；采

购数量65吨，最高限价2000元/吨。
服务要求：货送至田头，送货等

一切费用供货方自理。付款方式：
报账（检测合格）后 15天内一次性
结清（退还保证金）。欢迎有意向单
位或个人于 12 月 13 日上午 10:00
准时至沿海经济区科创大厦816室
参与报价，并递交投标保证金现金1
万元，最低价中标。具体事宜可与
公司负责人杨迎春联系，联系电话：
15366471156。

2017年12月6日

东台海港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三麦、油菜腊肥采购项目公告

华中科技大学、郑州大学系经教育部批准远
程教育试点大学及国家211工程大学，现在东台
常年开设大专、本科学历专业有：工程造价、建筑
工程、会计学、金融学、工商、物流、法学、机电一
体化、计算机、旅游管理、护理学、药学、管理学教
育类等。学习形式网上学习为主，两年半考试通
过拿证。常年开办江苏省会计从业资格、会计初

中级职称、一级二级建造师（考前3天封闭训练
专家点题）培训班。可帮助企业设计网站及产品
销售推广。

地址：东台市百佳电脑学校（时代大厦北门
三楼、步行街东首）

电话：85263311 18901419666
QQ:1165137442
网址：www.jsdtbj.com

通 知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江苏辉腾建材有限公司（注册号

为：320981000181818）遗失营业执
照 正 本 一 本 ， 编 号 为 ：
320981000201101060002S，遗失副
本 一 本 ， 编 号 为 ：
320981000201101060003S，声明作
废。

江苏辉腾建材有限公司遗失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发证机关为：东台
市 国 家 税 务 局 ，证 号 为 ：
320981567769785，声明遗失。

江苏辉腾建材有限公司遗失组
织机构代码证号为：567769785的代
码证书正副本，声明作废。

顾琪遗失养老保险手册，个人
代码为2080107613，声明作废。

东台市南沈灶水利工程处（注册
号为：320981000002255）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本 一 本 ，编 号 为 ：
320981000201506260001，声 明 作
废。

东台市东利瑞德家电有限公司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发证机关
为：东台市国家税务局，证号为：

32098159114568，声明遗失。
东台市俊伟建材供应站（注册号

为：320981000173623）遗失营业执
照 正 本 一 本 ， 编 号 为 ：
320981000201010260210，声 明 作
废。

东台市东台镇金睿兴粮食种植
家庭农场遗失于2016年1月21日办
理的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发证机关
为：东台市国家税务局，证号为：
320919195908187220，声明遗失。

东台市中医院肿瘤研究所遗失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法人）正、
副本，证号为：民证字第040004号，
代码：51076224-0，声明遗失。

江苏富安茧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遗失编号为：锅苏 IX0400的锅炉使
用登记证，出厂编号：42710，型号：
DZL4-1.25-AII(第 4号）锅炉，注册
代 码 ：11203209812012050001，设
备代码：112046830670X20120010，
声明遗失。

东台市梦望化妆品销售部遗失
于2008年4月18日办理的税务登记
证正本，发证机关为：东台市国家税
务局，证号为：320981L21815535，声
明遗失。

东台通达四方土地开发服务有
限公司股东于2017年 12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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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贵

联系电话：13236272151
地址：东台市城东新区南庄新

村店面房26-111号
邮编：224200
东台通达四方土地开发服务有

限公司清算组
2017年12月4日

注销公告

东台市顺天纺织有限公司股东
会于 2017年 12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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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勤

联系电话：13584788211
地址：东台市台南镇中南村四

组
邮编：224200

东台市顺天纺织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7年12月6日

注销公告

东台市城东污水处理有限公
司的提标改造工程环保验收项
目，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工程概况
对东台市城东污水处理有限

公司提标改造按照相关规定要求
进行环保验收及厂内已安装出水
COD在线监控仪表的比对监测工
作。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用经
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其余事项
详见招标文件。

二、投标者资质
1、投标者具备的主要资格条

件:（1）具有省级及以上质量技术
监督部门颁发的计量认证证书的
企业（检验检测类别应包括废水、
废气、噪声），且独立完成或参与
过企业环保验收工作业绩。（2）项
目负责人具有环境影响评价工程
师职业资格证书。

2、投标者报名时需携带：法
人授权委托书、单位营业执照复
印件、资质证书复印件等相关材
料，其余事项详见招标文件。

3、投标者报名时须携带本人
身份证并缴纳报名费100元/套，
领取相关资料，报名费不退。

三、报名、开标时间及地点
报名时间：2017年 12月 7日

上午9时至2017年12月8日下午
17时；2017年12月11日上午9时
至2017年12月11日下午17时。

报名地点：城东新区科创大
厦 4楼西侧招标办公室、0512 办
公室

联系人：武涛涛、袁丹蕾
电 话 ： 13851031610

13655116881
开标时间、地点：2017 年 12

月12日上午9时科创大厦一楼西
裙楼会议室。

城东新区招投标办公室
2017年12月7日

招标公告
东台市城东新区雅居路（梁

平路——经四路）路灯主材采购
工程，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工程概况
雅居路（梁平路——经四

路）路灯主材采购工程，完成招
标人的要求并送达指定地点。
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用经评
审的最低投标价法，其余事项详
见招标文件。

二、投标者资质
1、投标者具备的主要资格

条件:（1）、具有从事道路照明亮
化设施生产的制造企业；（2）、制
造企业注册资本金在 200 万元
人民币及以上或等值外币（牌价
以开标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外汇
中间价为准）；（3）、投标企业的
产品质量通过 ISO9001 质量管
理体系认证。

2、投标者报名时需携带：法
人授权委托书、单位营业执照复
印件、资质证书复印件等相关材
料，其余事项详见招标文件。

3、投标者报名时须携带本
人身份证并缴纳报名费100元/
套，领取相关资料，报名费不退。

三、报名、开标时间及地点
报名时间：2017年12月7日

上午 9时至 2017年 12月 8日下
午17时；2017年12月11日上午
9 时至 2017 年 12 月 11 日下午
17时。

报名地点：城东新区科创大
厦4楼西侧招标办公室、0512办
公室

联系人：武涛涛、袁丹蕾
电 话 ： 13851031610

13655116881
开标时间、地点：2017年 12

月 12日上午 9时科创大厦一楼
西裙楼会议室。

城东新区招投标办公室
2017年12月7日

招标公告

东台市城东新区雅居路（梁
平路——经四路）路灯电缆采购
工程，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工程概况
雅居路（梁平路——经四路）

路灯电缆采购工程，完成招标人的
要求并送达指定地点。本项目评
标定标办法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
标价法，其余事项详见招标文件。

二、投标者资质
1、投标者具备的主要资格条

件:（1）、具有从事电缆专业生产
的制造企业或有经营许可的经销
商（经销商需取得生产厂家唯一
授权）；（2）、制造企业注册资本金
在 2000 万元人民币及以上或等
值外币（牌价以开标当日中国人
民银行外汇中间价为准）；（3）、投
标企业的产品质量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CCC认证。

2、投标者报名时需携带：法
人授权委托书、单位营业执照复
印件、资质证书复印件等相关材
料，其余事项详见招标文件。

3、投标者报名时须携带本人
身份证并缴纳报名费100元/套，
领取相关资料，报名费不退。

三、报名、开标时间及地点
报名时间：2017年 12月 7日

上午9时至2017年12月8日下午
17 时；2017 年 12 月 11 日上午 9
时至 2017 年 12 月 11 日下午 17
时。

报名地点：城东新区科创大
厦 4楼西侧招标办公室、0512 办
公室

联系人：武涛涛、袁丹蕾
电 话 ： 13851031610

13655116881
开标时间、地点：2017 年 12

月12日上午9时科创大厦一楼西
裙楼会议室。

城东新区招投标办公室
2017年12月7日

招标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