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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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网开赛以来，出现不少焦
点扎堆的情况，第一周的周末依
然如此。在上周日进行的比赛
中，只有本土选手克耶高斯和迪
米特洛夫在晚场的对决称得上扣
人心弦。反观上周六的比赛，无
论是科贝尔和莎拉波娃这两位前
赛会女单冠军的正面交锋，还是
哈勒普与戴维斯的长盘决战，都
让人大呼过瘾。除此之外，这一
天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关键词：

“亚洲力量”。
2017 赛季，ATP新生力量总

决赛作为一项崭新的比赛正式打
响，8位在去年表现最好、世界排
名最高的 21 岁以下选手于米兰

“华山论剑”。最终，韩国人郑泫
一路过关斩将，在两次战胜俄罗
斯新生代球星代表卢布列夫之后
加冕冠军。不过由于新生力量总
决赛与年终总决赛时间相近，因
此作为这个年龄段最优秀球员代
表的小兹维列夫并未参加，这也
让郑泫“新人王”头衔的含金量稍
显欠缺。

在上周六进行的澳网第三轮
争夺中，郑泫和小兹维列夫狭路
相逢，是当之无愧的青春对决。
两位年轻球员没有让观众失望，
前两盘场面胶着各胜一盘，随后
又都颇为轻松地再取一分，将比
赛拖入到最后决战，但就在观众

纷纷猜测这互不相让的争夺将如
何收场时，韩国新星用了23分钟，
以一个6比0直接终结了比赛，结
果之快甚至让人有些猝不及防。

值得一提的是，郑泫在次轮
的比赛中，也用颇具统治力的表
现三盘横扫了另一位俄罗斯新星
梅德韦杰夫，后者在去年新生力
量总决赛中也输给过郑泫。郑泫
作为韩国首位打入澳网男单16强
的球员，让网坛各界不得不重新
聚焦他的存在，他不仅是亚洲的
希望之星，未来在国际网坛的竞
争力也不容小觑。

郑泫能够成为本届澳网走得
最远的亚洲男单球员，除了自身
的出色发挥之外，日本名将锦织
圭没来参赛也是事实。日本在本
届澳网男单比赛中没有打入16强
的选手，女将却弥补了这一缺憾，
混血球员大阪直美面对赛会18号
种子巴蒂，直落两盘获得胜利，顺
利晋级16强，同时创造了个人大
满贯最佳战绩。

亚洲球员的出色表现不止这
些，中国台北选手谢淑薇继女单
次轮淘汰去年温网冠军、赛会3号
选手穆古拉扎后，又在第三轮以2
比 0 挑落波兰名将 A·拉德万斯
卡。连续爆出两个大冷门的谢淑
薇，时隔 10 年再进澳网女单 16
强。

澳网展现“亚洲力量”

现 有 书 香
名府南一楼一
套 住 房 ，面 积
65 平 方 米 ，两

室一厅一厨一卫。阳光充足、交通便捷，新装修
从未入住，燃气、空调、冰箱、洗衣机、厨具一应俱
全，拎包入住。适合商务办公、就学、老人生活。

联系电话：18905110026

出 租

由田羽生执导，韩庚、郑恺、
于文文、曾梦雪、罗米等出演的
都市爱情喜剧《前任 3：再见前
任》目前正在全国院线热映。
影片自 12月 29日上映以来，票
房、热度一路走高，目前总票房
已突破 18 亿，跻身国产电影票

房总榜第五位
的 同 时 ，还 在
不断刷新着自
身 的 记 录 ，成
为 2018 年首个
现象级影片。

2018 年 1
月 已 过 大 半 ，
电影市场的开
年竞争也逐渐
进 入 了 尾 声 。
在众多优秀大
片中，电影《前

任 3：再见前任》以黑马之姿杀
出重围，票房、口碑、热度全面
爆发。其中，真实、接地气的故
事情节，使得该片上映之初便热
度爆棚，据有效数据统计，《前任
3》的百度指数峰值最高曾达70
万，微信指数上亿，微博话题、热

搜也经常上到榜单前列，俨然有
霸榜之势；另一方面，该片的质
量同样有口皆碑，以猫眼9.2、淘
票票8.8的高分成为了元旦档口
碑冠军，并收获了许多观众的
自来水安利，助力票房一路看
涨。目前，该片总票房已突破
18 亿，荣登国产片票房榜第五
位及华语爱情电影第一位，且
目前票房还在持续增长中。如
此亮眼的成绩，令《前任 3》当
之无愧地成为了 2018 年第一
个爆款电影。

电影的大爆，同样伴随着
超高的讨论度，影片的故事、影
评、歌曲接力被推上微博热搜，
在社交圈掀起了一场“前任”大
联欢。其中，围绕故事本身的讨
论尤其热烈，孟云、林佳并不圆
满的结局作为最大催泪弹，更是

引发了许多观众的共鸣，日前在
网上疯传的女孩看完《前任3》后
痛哭不止的视频便证实了这一
点。对此，网友们也不禁发出感
慨，“同看哭了，电影简直就是在
说我，心疼姑娘也心疼我自己”

“前半段笑晕在影院，后半段哭
晕在影院”等评价层出不穷。面
对这种状况，影片主创也纷纷下
场安慰，“换季别怕，有孟云呢”

“心疼姑娘，希望能安慰你，给你
一个大大的拥抱”，分外暖心。
而除了惋惜，更多的人还是在影
片中找到了正能量，有人就在回
复中分享了自己的复合经历，还
有人感叹看完电影后决定更加
珍惜现任和当下的生活，可见田
羽生导演在片中传达的“珍重”
这一主题效果明显。

《前任3：再见前任》收获18亿 跻身华语票房第五

1 月 21 日，从国家体育总局
冬季运动管理中心获悉：中国选
手常馨月获得平昌冬奥会女子
跳台滑雪参赛资格，成为中国跳
台滑雪历史上首次打进冬奥会
的女运动员，取得了历史性突
破。

据了解，常馨月在 21日结束
的日本藏王女子跳台滑雪比赛

中排名第十六位，使得冬奥会总
积分排名上升至第三十五位。根
据平昌冬奥会参赛规定，2016—
2017 和 2017—2018 两个赛季的
夏季跳台和冬季跳台世界杯总积
分男子前六十五位、女子前三十
五位的运动员可以获得平昌冬奥
会入场券，常馨月幸运地“踩线”
晋级。

中国女子跳台滑雪运动员
首获冬奥资格

东台镇华灶村千亩大棚示范
片电力工程，经镇政府批准，面向
社会公开招标。

一、工程地点：东台镇华灶村
境内。

二、工程概况：
本招标项目共 1个标段。招

标内容如下: 东台镇华灶村千亩
大棚示范片电力工程分为高压线
路及新增配变、低压线路 2 个部
分，具体完成招标人提供的图纸
及工程量清单中全部施工内容。

详见招标文件。
三、报名资格条件：有送变

电、电力安装三级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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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书原件（手写无效、工程名称
完整准确），被授权委托人身份证
复印件。资格审查采取后审办
法。

四、报名时间及地点：
2018 年 1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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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月26日下午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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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22日

招 标 公 告

1、东台惠民城镇化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的开发区东区爆闪灯工程已
经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批准建设，工程所需资金来源是自
筹，现已落实。现邀请合格的潜在
投标人参加本工程的投标报名。

2、东台市兴华招标代理有限公
司受招标人委托具体负责本工程的
招标事宜。

3、工程概况
（1）工程地点：东台经济开发

区内
（2）工程规模：造价约8.355万

元。
（3）质量标准：合格。

（4）工期：10日历天
4、本招标工程共分一个标段，

招标内容如下：江苏东台经济开发
区东区爆闪灯工程施工，完成招标
人提供的报价表中全部施工内容。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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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二级及以上公路安全设施分项）
的企业；

（2）拟选派项目经理资质等
级：二级及以上公路工程或市政工
程专业注册建造师。

6、资格审查办法：资格后审。

7、评标定标办法：由初审合格
的投标人在开标现场进行竞价，具
体办法现场公布。

8、请申请人于 2018 年 1 月 23
日至2018年1月27日上班时间，委
派本单位正式人员到江苏东台经济
开发区高新技术创业园二楼招标办
（经三路7号）获取文件，售价：300
元/份，售后不退。

联系人：房丹
电话：0515-85106096
招标人地址：东台市经三路 7

号
联系人：吴春华
电话：0515-85251201
代理机构地址：东台市东达翰

林缘商铺12-104号
2018年1月23日

招 标 公 告

徐越峰 文/摄

1月20日，时值大寒，西溪湖滨花园
大酒店却温暖如春。当晚，这里华灯璀
璨，霓虹闪烁，锦衣绚烂，古琴悠悠，笑
声、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市旗袍爱好
者协会 2018年年会暨新春联谊会正在
举行。旗袍协会的近140名会员与各界
朋友欢聚一堂，踏歌起舞颂盛世，霓裳翩
翩“秀”华彩。款款秀旗袍，美美移莲花，
绽放的是春的烂漫……

去年4月，70多名台城旗袍爱好
者自发组团，于“西溪
古 城 上 演 旗 袍

秀，荷兰花海掀起东台风”，旗袍文化如一
缕春风吹遍台城，配合“世界环境日”主题
宣传，参加第十二届“长江经济带”全民健
身大展演，上敬老院，到社区，进军营，“爱
心圆梦”助学义演，聚力相伴“半程马拉
松”，踏安丰古街，穿竹海杉林，浓情诠释
《梦幻西溪》……会员们不断加强自我修
为，争当热心公益、宣传东台、弘扬传统的
使者。协会负责人表示，新的一年，将团结
广大会员，以活动为载体，练内功，强素
质，走出去，拓视野；请进来，增内涵，补短

板，强弱项，促进整体水平的提
高。

霓裳翩翩“秀”华彩
——市旗袍爱好者协会新春联谊会剪影

为管好集体资产，增加集体积累，加大社会事
业的投入，经村两委会研究，决定对流标的前哨村
六组部分平整后的法定林地继续对社会现状公开
发包其承包经营权，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标的地点：弶港镇前哨村六组境内。
二、标的面积、四址范围：共计两个标段；一标

段发包面积35亩；二标段发包面积19亩。
三、发包期限及标底价：承包期 10年。发包

期限及标底价：自2018年 2月 1日起至2028年 1
月 31日止，前三年不得栽树或育树苗，两个标段
的标底价均为每年每亩400元。

四、报名的有关要求：
（一）报名条件：
凡有承租能力的18周岁以上的社会自然人均

可报名，报名时携带个人居民身份证及复印件各
一份，所有复印件上报名人要签字。

（二）报名及竞标要求：
报名时每个标段缴纳报名资料费 100元（售

后不退），同时每标段缴纳2万元的诚信履约投标
保证金及缴纳第一标段 3500 元、第二标段 1900
的绿化保证金，缴纳的诚信投标履约保证金、绿化
保证金须在报名时全部汇入东台市弶港镇前哨村
村民委员会，账户：3209190271010000070914，开
户行：弶港农商行。

报名期内报名者在缴纳相应的诚信投标履约
保证金后凭相关凭证履行报名手续，在履行报名
手续后现场投递投标文件。投标文件含：①投标
人须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②填写完整的封闭报
价单（不接受传真报价）；③已缴纳诚信投标履约
保证金、绿化保证金凭证；④现场签字确认的合同

文本及封闭报价竞价规则，投标文件由投标方在
报名时封闭（投标文件要求密封完好，有密封标
志，须在骑封处加盖投标方私章或签名）后交招标
方保存，待开标大会现场拆封公示后确认中标
方。本次竞标采取公开记名、明标暗投的方式进
行，招标方开标大会现场拆封所有投标方的投标文
件，取投标方的报价中高于（含等于）招标方标底价
中的最高报价为中标人，如高于（含等于）招标方标
底价最高报价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同报价时，可
就相同的报价者进行现场抽签确定中标者。

五、交款方式：中标者须在宣布中标后3天内
和招标方签订合同并同时一次性交清发包期限内
承包金（2万元诚信投标履约保证金可转为承包
金）、绿化保证金，如逾期不缴清承包金、绿化保证
金并签订合同视为悔标，中标方所缴纳的诚信投
标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无偿归发包方所有；未中
标人所缴纳的诚信投标履约保证金待招标结束后
无息退还。

本次发包的两个标段林地均为法定林地，中
标方须在2021年 2月 1日至 2021年 3月 30日期
间将林地按林业部门规定的要求栽植绿化树木到
位，绿化保证金待中标方按要求栽植林业部门规
定的树种[具体树种、规格及株行距为：①水杉，米
径2cm以上，高度2m以上，2m×3m或3m×4m；
②意杨，米径2cm以上，高度3m以上，3m×4m或
4m×5m或5m×6m；③落羽杉、中山杉，米径2cm
以上，高度2m以上，2m×3m；④榉树用材林（不
截杆），米径2cm以上，2m×3m；⑤镇林业部门书
面认定可以栽植的其它林地树种，以上可选择任
一树种栽植]，并通过有关林业部门验收合格后无

息返还中标方。
六、投标方法：竞标人在参加投标时须在报名

时已缴纳诚信投标履约保证金人民币2万元及每
亩100元的绿化保证金（须在报名时打入前哨村
账户，其他有价证券不予接收）方可参加开标，缴
纳后未按约定时间投递投标文件的、投递投标文
件后未按时参加开标的，其所缴纳的保证金不予
退还。

七、现场踏勘：
竞标人可自行进入发包林地使用权林地现场

进行踏勘，进一步了解林地现状，但应自行承担踏
勘现场的责任、风险和费用。竞标人在竞标时应
充分考虑林地资源、现状及市场风险等因素。竞
标人一旦投递投标文件，即表明自己完全了解标
的真实情况，受招标方《竞价规则》等所有招标文
本的所有条款的约束。投标人中标后即视为发包
方已将发包的林地移交给中标者（按要求签订合
同、缴清承包款后），中标者自行解决该林地涉及
的所有问题。该林地不享受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和
其它各项政策性补助，如有由招标方享有。

现场踏勘联系人：孙先生15061686106。
八、报名（投标文件投递）时间及地点：凡自愿

报名者请于2018年1月22日上午8:30至2018年
1月 26日上午 12时前至弶港镇招投标办公室报
名（工作日）。

联系人：徐女士
联系电话：85728138 15161945272
九、开标时间：于2018年1月29日下午3时在

弶港镇一楼会议室开标。
特此公告

弶港镇招投标办公室
弶港镇农村产权交易服务站
弶港镇前哨村经济合作社

2018年1月22日

前哨村法定林地招标公告

1、东台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开发
区港池北侧垃圾土回填、栽植绿化工程
已经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批
准建设，工程所需资金来源是自筹，现已
落实。现邀请合格的潜在投标人参加本
工程的投标报名。

2、东台市兴华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受
招标人委托具体负责本工程的招标事
宜。

3、工程概况
（1）工程地点：东台经济开发区内
（2）工程规模：造价约6.37万元。
（3）质量标准：合格。
（4）工期：10日历天
4、本招标工程共分一个标段，招标

内容如下：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港池北

侧垃圾土回填、栽植绿化工程施工，完成
招标人提供的报价表中全部施工内容。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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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执
照具有园林绿化经营范围的企业；

（2）拟选派项目经理资质等级：二级
及以上市政公用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或
中级及以上园林绿化专业技术职称或具
有园林绿化类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园
林绿化类专业是指园林绿化工程规划、
设计、施工及养护管理相关的专业，包括
园林（含园林规划设计、园林植物、风景
园林、园林绿化等）、园艺、城市规划、景
观、植物（含植保、森保等）、风景旅游、环
境艺术等专业，并以提供的毕业证书上

的专业为准】。
6、资格审查办法：资格后审。
7、评标定标办法：由初审合格的投

标人在开标现场进行竞价，具体办法现
场公布。

8、请申请人于 2018 年 1月 23日至
2018年 1月27日上班时间，委派本单位
正式人员到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高新技
术创业园二楼招标办（经三路7号）获取
文件，售价：300元/份，售后不退。

9、本工程开标时间：2018 年 1月 30
日9时

联系人：房丹
电话：0515-85106096
招标人地址：东台市经三路7号
联系人：吴春华
电话：0515-85251201
代理机构地址：东台市东达翰林缘商

铺12-104号
2018年1月23日

招 标 公 告（第二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