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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2 日，《中国符号》
“手艺仁心”系列微纪录片发
布会暨全球首发仪式在国家
博物馆举行。《中国符号》由国
务院新闻办监制，五洲传播中
心出品，致力打造成“记录中
华优秀文化发展的视听百科
全书”。

节目组从景观胜境、岁时
节庆、饮食为天、手艺仁心、今
日创造、人物荟萃六大方向广
泛征集选题，挖掘中国人现代

生活中的文化符号，讲述传统
文化的现代故事，制作成符合
互联网传播特性与海外受众
观看习惯的短视频节目，并定
期在国内外主流新媒体平台
更新，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截至目前，《中国符号》在海内
外各大电视频道、视频平台、
社交媒体广泛传播，受众已覆
盖223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
球观众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

《中国符号》微纪录片
讲述“手艺仁心”

为进一步加快企业发展，中国电信
盐城分公司决定开展 2019 年毕业生秋
季校园招聘，现将报名盐城分公司的相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市、县分公司秋季校园招聘招生
范围

2019年毕业的国内普通高等院校本
科、研究生学历，学士或硕士学位的全日
制应届毕业生，英语国家四级 425 分及
以上（主修其他外语的应提供同等水平
资格证书）。

二、招聘岗位及专业
1、市场营销类岗位
市场营销、工商管理、电子商务、国

际商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理学、工
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学、哲学、法学专
业。

2、技术研发与IT类岗位
计算机类、电子信息类、自动化类、数学

类、物理学类专业，以及信息资源管理、地理
信息科学专业。

3、网络与设备维护支撑类岗位
计算机类、电子信息类、电气类、能源动

力类、自动化类、数学类、物理学类专业，以
及信息资源管理、地理信息科学专业。

4、综合支撑类岗位
财务方向：审计学、会计学、财务管理、

税收学专业；法律方向：法学专业；人力方
向：心理学类专业、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文秘
方向：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

三、新入职大学生的薪酬计划
1、试用期半年，前三个月不低于 2700

元/月，后三个月不低于 3500 元/月。五险
一金按国家标准缴纳。

2、入职转正后，本科生年收入
（含工资、绩效、福利、五险一金、各项
补贴等）12 万—15 万（税前）。研究
生年收入13万—16万元（税前）。

四、报名流程
可通过两种方式报名：登录江苏

公司招聘网站（http://zhaopin.tele-
comjs.com）进行网申；或关注“江苏
电信招聘”微信公众号。

点击公众号菜单中的“掌上网
申”进行报名，报名截止时间 9月 22
日。我们只接受网申哦！！每位应聘
者只能应聘一个岗位哦！！

五、咨询电话
0515-88373311 515-88344853
0515-85265530

中国电信盐城分公司2019年毕业生
秋季校园招聘公告

公 众 号
名 称 ：江 苏
电信招聘,二
维码为：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东台市中扬机械有限公司
因保管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
明作废。

东台市时堰镇港涛机械配
件厂遗失开户许可证副本，核准
号为：J3117001647702，声明作

废。
王亚芹遗失子女王陈丽、王

陈 秀 出 生 证 ，证 号 分 别 为 ：
D320194615、0112325，声明作
废。

陈 凤 玲（ 注 册 号 为 ：
320981600120590）遗失营业执
照 正 本 一 本 ，编 号 为 ：
320981000201006100185， 声

明作废。
李 正 生（ 注 册 号 为 ：

320981600120573），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本 一 本 ，编 号 为 ：
320981000201006100197， 声
明作废。

吕海燕遗失子女吕锦杰出
生证，证号：O321150870，声明
作废。

由陈坤、倪妮、赵立新、倪
大红、袁弘、王鸥、白敬亭、张
晓晨、梅婷、刘敏涛等主演，改
编自天下归元小说《凰权》的
新古典主义大剧《天盛长歌》
正在热播中。

《天盛长歌》自开播以来
表现不俗，豆瓣评分7.9分，不
仅国内好评不断，海外口碑也
一路上涨，各国网友自发翻译
相关内容，在海外也掀起一股
天盛热。海外网友们在观看
该剧时，同国内观众一样，催
促男女主角有更多的感情进
展。海外主页上由各色语言
组成了“催亲联盟”，果然是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海外观众更加看重该剧的清
新古典之风和足以媲美美剧
的剧情设置，更有一部分该剧

的忠实粉丝表示要二刷海外
版剧集。

在最新播出的剧集中，宁
弈与凤知微启程前往闽海，途
中两人进入了“发糖”模式，等
了四十集终于等到的甜蜜戏
份让网友们兴奋不已。接下
来两人的离别预示着又步入
了虐心桥段，观众们纷纷留言
称“又要给编剧寄刀片了”。

凤知微接连失去两位亲
人，尤其是凤皓主动喝下鸩酒
担下大成遗孤的身份，临死时
的一句“你们以后再也不用有
事瞒我了”引爆了泪点，凤皓
的反差式演技带给了观众巨
大的惊喜。倪妮在这场戏中
的表现十分震撼，撕心裂肺的
哭戏格外令人动容，远嫁金狮
让接下来的剧情期待值颇高。

《天盛长歌》海外热播
清新古典风受追捧

东台市甘港农工贸实业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20981MA1P6Q187W），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
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5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0.8万元，债权人

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
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
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
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
期不提出的视为其没有提出要求。

联系人：王庆顺

联系电话：13921830288
地址：东台市五烈镇（廉贻）甘

港村
特此公告

东台市甘港农工贸实业有限公司
2018年9月3日

东台市甘港农工贸实业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2018年会计职业资格培训考试即
日起报名了。市百佳电脑学校特开设
会计基础班、会计初、中级职称班、会
计账务实操班，报名可签协议，学会通
过考试为止，主要学习会计基础、经济

法、会计实务等。
一级、二级建造师、一级消防工程

师(考前有封闭押题训练、一次考证帮
交保险拿两份工资)、育婴师、教师资格
证培训班即日起报名；

我校所有班均分白班、晚班、周末
班。另常年开设大专、本科学历班，专
业全，两年半考试通过拿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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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
老师 18901419601周老师

学会计、建造师到东台百佳

为规范我市国有投资公路小型及
应急工程建设项目承发包交易行为，
提高项目招投标效率，促进项目快速
推进，依据《关于改革和完善公路和市
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制度的实施
意见》（苏建规字[2017]1 号）和《关于
进一步加强工程建设招投标管理的实
施意见》（东政发[2018]68号）的规定，
建立国有投资公路工程小型及应急工
程承包商库（以下称预选承包商库）。

一、预选承包商库适用范围
1、我市境内国有投资建设项目；
2、400万元以下不属于依法必须

招标公路工程总承包范围以内的项
目。

二、入库条件
1、依法设立的法人企业，具有独

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工商注册地为盐城市内的企

业；
3、具有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及以上资质或二级及以上公路工程专
业承包资质和国家规定的资格证书及
承接工程业务所必须的各类证书；

4、自2013年 1月 1日以来在盐城
市承接过单项额100万元及以上工程
公路养护大中修或承担过公路应急抢
修工程业务，施工合同需在招投标监
管部门或交通行业主管部门备案。

三、企业有下列情形不予入库
1、因拖欠农民工工资造成不良社

会影响的；
2、因行贿、围标串标、弄虚作假骗

取中标、转包、非法分包或偷、漏、骗税
等受到行政处罚或刑事处分的；

3、自2016年 1月 1日以来承接的
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发生重大质量事故
或较大安全事故的。

四、征集公告的领取
征集公告在东台市交通局网站、

东台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和《东台日报》
上公布，符合条件的单位可在上述网
站上自行下载，或至东台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领取书面征集公告,并于
2018年 9月 14日至 2018年 9月 18日
至东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报名，报
名费300元。

五、申请入库的单位应于 2018年
9月20日9时前提交申请资料，申请资
料包括以下内容：

1、有效的营业执照；
2、有效资质证书；
3、有效的安全生产合格证；
4、单位所有相关人员的执业资格

证书和从业资格证书，并自制表格列
出（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姓名、证书名
称、证书编号、身份证号码、联系电
话）；

5、自2013年 1月 1日以来符合条
件的业绩证明材料，需提供经市招投
标监管部门或交通行业主管部门备案
的合同、竣工验收证明；

6、承诺书（原件）。
1-5项提供复印件两份，带原件备

查。
提交地点：东台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
六、东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会

同东台市交通局对申请人进行联合审
核。经审核合格的申请人即可成为预
选承包商库成员，入库成员名单确定
后在相关媒体上公示五日，公示期满
无异议的，列入预选承包商库。

七、预选承包商实行动态管理，预
选承包商有下列行为的清理出库：

入库后，有本征集公告第三条情
形的；

伪造材料或以弄虚作假行为骗取
入库的；

因不按约履行合同，受到发包方
投诉，经查属实的；

所承建的工程项目部人员在检查
中发现不能履职尽责，被责令整改，整
改不到位的。

拒绝参加政府组织的抢险救灾和
突发事件处置的；

中标后因自身原因放弃中标的；
拒不接受相关主管部门、监管部

门监督管理的；
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不宜入选承包

商库的。
八、如合格的入库成员人数低于

10家，本次建库活动终止。
九、本征集公告内容及征集办法

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和市交通局负
责解释。

东台市交通局
东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8年9月14日

东台市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工程
小型及应急预选承包商征集公告

因开发区建设发展需要，拟
在全市范围内招聘城管队员，具
体招聘公告如下：

一、招聘职位及名额
城管队员12名
二、招聘条件
1、思想政治素质好，遵纪守

法，品行端正；热爱城管工作，有
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无社会
不良行为记录。

2、男性，具有高中（含职高）
及以上学历。身体健康，五官端
正无残疾，矫正视力1.0以上，身
高165cm以上。

3、具有东台市户籍，年龄在
22周岁以上（1996年1月1日前
出生）、35 周岁以下（1983 年 1

月1日以后出生）。
4、同等条件下退伍军人优

先录用。
三、招聘办法
坚持公开、平等、择优的原

则，组织体能测试和面试。先
进行体能测试，按拟招聘人数
1:3 比例确定进入面试人员，
再按照面试成绩由高到低，等
额确定参加体检、政审人员名
单，体检参照公务员体检标准执
行。体检或政审不合格的不予
录用，并按面试成绩依次递补。

四、相关待遇
录用人员由东台惠民城镇

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聘用，工
资、五险一金等相关待遇参照

开发区同类人员标准执行。
五、报名及有关事项
1、报名时间：2018年 9月 11

日—9月15日。
2、报名地点及联系方式：东

台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二楼231办
公室；联系人：葛玉华；联系电话：
89510103、60605955。

3、报名时须持本人身份证、
户籍证明、毕业证书、退伍军人等
相关证明材料（以上材料均为原
件及复印件各一份），以及近期免
冠2寸彩照2张。

4、体能测试、面试和体检时
间另行通知。
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18年9月10日

东台经济开发区招聘城管队员公告

在中国游泳队中，没有比孙杨更忙的运动员了。在
8 月 23 日雅加达亚运会泳池大战结束之后，队友们都各
自回到家中休整、放假，而孙杨只是短暂回国便又返回
雅加达，出现在了 9 月 2 日的闭幕式上，以东道主代表的
身份向全亚洲的运动员们发出了“杭州再见”的邀请。
接着，他又在北京与某新媒体签约，助力“中国健儿计
划”。而 9 月 11 日令泳迷们振奋的消息是，孙杨将于本
月 20 日前往上海体育学院攻读博士，专业为运动人体科
学。在赛场上，孙杨是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亚运会冠
军、全国冠军；在泳池外，孙杨也成为了“学霸”级的高学历
选手，可谓游泳、学业两不误。或许孙杨在 2020 年奥运会
之后，与奥运金牌同时到手的将是“孙博士”的头衔。

孙杨读博的消息最先是他的
一位粉丝曝出的。在上海体育学
院日前的官网发布中，《2018 年
博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公示》里
孙杨的名字赫然在列，报考运动
人体科学专业的他以 89 分的面
试分数在申请考核制的 21 名学

生中位列第一。记者从孙杨的
主管教练朱志根以及国家游泳
队那里确认，孙杨已被上海体
院录取为 2018 级博士生，未来
几年内，他将“游走”在泳池、赛
场、书桌和电脑之间，成为中国
游泳队中最为忙碌的人物。孙

杨作为世界泳坛顶级选手，在
学业方面也不放松对自己的要
求。

据 了 解 ，所 谓“ 申 请 考 核
制”，它与传统的招考方式不同，
是由考生个人提出申请，提交相
关材料，通过初审、综合考核，学

校再进行择优录取。也就是说，
孙杨这次前往上海体院读博是
其个人行为，而现在他还是国家
队和浙江省队的运动员，如何兼
顾学业和训练，合理安排时间就
成为了摆在孙杨面前严峻的课
题。

读博面试分数位列第一

实际上，孙杨早就有了如何
处理训练、比赛和读书时间冲突
的方法，甚至他偶尔还参加一些
娱乐节目，一点儿也没有影响到
他在国内国际赛场上不断创造佳
绩，夺取金牌。在学业方面，孙杨
所取得的成绩也令很多运动员羡
慕。

早在2010年，当时还不到19
岁的孙杨就通过特招的方式，成

为浙江大学教育学院体育系运动
训练专业的本科生，并于2014年
毕业，获教育学学士学位。2015
年，孙杨又进入到苏州大学体育
学院，就读运动教育训练学专业
硕士研究生。两年的时间内，苏
州大学特别成立了一个由5人组
成的导师团，他们都是教授级别
的老师，悉心培养孙杨，最终孙杨
修满了 39 学分。去年 10 月 14

日，他亮相苏州大学的硕士论文
答辩现场，孙杨的硕士论文题目
很特别，是为自己量身定做的
——《第三十一届奥运会男子200
米自由泳冠军比赛技术分析》。
其实就是孙杨分析自己的比赛技
术，这些内容对他来说可谓驾轻
就熟。

当然，与每日在院校中攻读
的学生相比，孙杨是比较特殊的

一个，因为他不能中断训练，有时
还要去海外集训，每年国内国际
都要有几次大赛等着他去参加。
此前孙杨曾经告诉过记者，因为
情况特殊，他不能像其他同学那
样出勤上课，而是采取其他形式，
比如老师登门、进队指导等等，他
自己则把大量的业余时间放在学
业以及文化课考试上，而且从不
张扬。

学业有成令很多运动员羡慕

经历了年内重要的国际赛事
——雅加达亚运会之后，孙杨在
今年下半年还有一项重大的比赛
任务，那就是12月初在他的家乡
杭州举行的 2018 国际泳联短池
游泳世锦赛，孙杨下一个阶段的

训练就是瞄着在这项国际大赛上
取得佳绩而制定的。据了解，一
年一度的全国游泳锦标赛 10 月
中旬将在山东日照举行，而这个
比赛孙杨会选择休整状态，不会
前往参加。

“孙杨的重心肯定还是要放
在训练中”朱志根教练说。虽然
孙杨是否会再次前往澳大利亚进
行海外集训还没有时间表，但不
管怎样，他以短池世锦赛为近期
目标，明年以光州世锦赛、后年以

东京奥运会为长期目标而进行的
艰苦训练，都不会因他读博而受
到太大的影响。但对于孙杨来
说，无论是在泳池中还是学业上，
他都将面临考验，要想取得双丰
收必须付出更为艰苦的努力。

重心还是放在训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