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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蓬山传媒与梦幻星生园联
合制作出品，苏梨叶原创编剧，罗
晋，周冬雨主演的原创职场商战
剧《幕后之王》已于1月 5日在北
京、东方两大卫视及优酷平台播
出，这部开播之前就广受期待的
开年大剧，以新鲜，现代，内容丰
富，节奏快等特点，抓住了观众的
眼球，开播两天，热度持续上涨，
观众纷纷表示这是近年来看过
的“戏”最多的国产剧。

作为北京卫视和东方卫视的
开年大剧，《幕后之王》是国产剧
中较为少见的职场类型剧，在题
材上较有新意。该剧讲述了心怀

梦想、立志成为优秀节目制作人
的星天娱乐实习生布小谷(周冬
雨饰)与被她视为榜样的国内顶
级节目制作人淳于乔(罗晋饰)的
职场奋斗故事。

导演李骏透露，尽管之前国
内观众对于职场行业剧诟病较
多，但自己拿到这部剧的剧本时，
从创作的角度来看，剧本故事比
较完善，由于电视综艺制作领域
与电视剧领域比较相近，相比于
拍摄其他行业题材来说，团队在
操作时也相对得心应手。

“职场剧最大的问题是要解
决真实的问题，我们需要还原真

正的职场环境，尽可能多在戏剧
环境里为演员提供一个不失真的
场景。”李骏介绍，剧组几乎是从
零开始搭建场景，剧中涉及的所
有公司都是靠人工搭建而成，并
且在拍摄时还租用了半个多月的
真实演播室进行拍摄，尽管在造
价上亿元的演播室实拍特别花
钱，但在李骏看来这十分必要。

让人惊讶的是，这部剧除了
聚集周冬雨、罗晋这些年轻演员
之外，张雨绮、陈数等实力派女演
员也在剧中承担了十分重要的角
色。剧中张雨绮饰演了一位万众
瞩目的人气歌手辛惠美，陈数饰

演的制作公司掌舵人郁海伦则是
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两个角色在
剧中气场十足，并且与演员自身
的气质十分贴合。“剧中这两个人
物，一个是在娱乐圈呼风唤雨的
天后歌手，一个是留美归来的女强
人，我们一定要找到真正能匹配角
色气质的演员，拍出来才会让观众
觉得可信。”李骏透露，剧组找这两
个角色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合适
的演员，最后还是靠自己“刷脸”邀
请到这两位演员加盟。张雨绮加
盟是出于对李骏的个人信任，陈数
曾经在《和平饭店》中与李骏有过
合作，因此欣然接演。

《幕后之王》真实还原电视综艺人生活

1月 9日，泰国羽毛球公开赛
正赛在曼谷打响。男单头号种子
林丹耗时 54分钟，以 2比 1击败
两届世青赛冠军、东道主选手昆
拉武特，取得新赛季开门红。

去年，林丹整个赛季遭遇9次
“一轮游”，其中包括赛季初在马
来西亚和印尼大师赛中接连首轮
出局。直至去年3月德国公开赛，
他才获得赛季首胜。为备战新赛
季，林丹自去年11月中旬的香港
公开赛后便没有参加包括羽超在
内的任何比赛，进行了近两个月
完整、系统的冬训。今年4月底，
东京奥运会羽毛球项目的积分赛
就将打响。对志在冲击奥运资格
的林丹来说，在赛季初的低级别
赛事中多赢球甚至夺冠，无疑有
助于寻找手感、提升自信，并小幅

提升世界排名，避免在奥运积分
赛中过早与名将相遇。

作为2019年世界羽联巡回赛
首站赛事，泰国赛只是超级 300
级别的比赛，世界名将大多缺席，
现世界排名第13位的林丹得以作
为头号种子出战。他的首轮对手
是2017年和2018年世青赛冠军、
世界排名第124位的泰国小将昆
拉武特。首局两人便展开激烈争
夺，林丹在16比 14领先时连得5
分，先下一城。次局林丹表现欠
佳，一度连丢 7分，以 11比 21速
败。决胜局，场地一侧灯光出现
故障，比赛中断了约10分钟。但
这个小插曲并没有打乱林丹的节
奏，他始终保持领先态势，以 21
比12锁定胜局。

林丹胜泰国新秀取赛季开门红

关于十佳公交司机、十佳出租车司机
候选人的公示

根据市文明办、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开展2018年度东台市“十佳公交司
机、十佳出租车司机”评选活动的通知》（东政交[2018]29号）要求，经民主
推荐、单位评选，现将候选人名单公示如下：

毛长生
苏JZ5812

朱永明
苏JX7019

张 坤
苏JX8956

郝卫林
苏JX7016

卢亚明
苏JZ5895

刘建平
苏JW6796

张国华
苏JX9166

施泽俊
苏JX7056

冯余付
苏JX7007

李学权
苏JAY713

张海兵
苏JZ5835

黄丙祥
苏JW1801

吕小进
苏JU6761

杨爱华
苏JU6715

陈 明
苏JM3877

梅益军
机动

朱 龙
苏JU6517

吴 勇
苏JX7055

赵 娟
苏JAY327

戴冬红
苏JAZ433

一、公交司机：

李长柏
苏JY1653

潘进胜
苏JY6507

杨宏银
苏JY6318

袁华平
苏JY1890

顾文武
苏JY1785

崔庆荣
苏JY1329

二、出租车司机：
1、安迅公司：

朱 俊
苏JX5583

杜 斌
苏JY1810

陈 军
苏JX4871

鲁永松
苏JV1907

2、盐汽公司：

王月萍
苏JX9361

朱兆存
苏JY8118

姜银官
苏JY1456

高海霞
苏JY1528

曹 慧
苏JY1285

3、安泰公司：

叶丽华
苏JY6139

张宏峰
苏JY7198

陆 云
苏JY8786

姜 荣
苏JY5078

梅根祥
苏JY1277

4、东汽公司：

如对公示结果有异议，请在1月15日前将意见反馈交通运输局办公室，
电话：85212182。公示期为2019年1月10日至2019年1月15日。

2019年1月10日

东台市城东新区管理委员会
的东台市城东新区红光村窦家河
过渡房临时用电工程，现面向社
会公开招标，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工程概况：东台市城东新
区红光村窦家河过渡房临时用电
工程，完成招标人提供的图纸和
工程量清单的全部内容。本项目
评标定标办法采用合理低价法；
工程规模约23万元。其余事项详
见招标文件。

二、投标者资质
1.（1）、企业具有三级及以上

电力工程总承包资质或三级及以
上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2）、项目负责人为二级及以
上机电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

2、投标人必须委派本单位正
式人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单
位资质证书复印件购买招标文件
及相关资料。

3、投标者报名时须携带本人
身份证并缴纳报名费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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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月 11日

至2019年1月15日（上班时间）
报名地点：城东新区科创大

厦四楼西侧招标办公室或者五楼
512办公室。

联系电话：13655116881
18962051015
开标时间、地点：2019年 1月

16日下午 9时，科创大厦一楼西
裙楼会议室

城东新区招投标办公室
2019年1月11日

招标公告

经研究，东台市国有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对名下所属东沙海
域 3宗贝类开放式养殖用海海

域使用权对社会实行公开竞价
招租，现公告如下：

一、租赁海域的基本情况：

海域使用权租赁公告
[国资信息]

二、报名须知：凡是从事海
洋经济贝类养殖的渔村经济合
作社、企业法人、专业渔民及18
周岁以上的社会公民等（国家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报
名参加此次海域公开竞价租
赁。报名时须携带单位法人证
书、营业执照副本及本人身份
证原件并提供复印件各一份，
在规定时间内到市国资公司财
审部缴纳200元报名资料费（报
名资料费不退）和每标段30000
元竞标保证金。有意参加竞标

者，请自行考察上述海域。有
关事项详见市国资公司海域使
用权公开招租竞价标书。

三、报名时间：从2019年 1
月 11 日始至 2019 年 1月 16 日
18时止。

四、报名地点：东台市望海
东路 65 号三楼（苏中大厦隔
壁）。

五、联系人：杨先生
联系电话：18921837189

东台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1日

标段
号

1

2

3

海域使用
权证号

苏2017
不动产
1300024

苏2017
不动产
1300023

苏2017
不动产
1300025

海域
位置

东沙
海域

东沙
海域

东沙
海域

经纬度

①E121°07′00.0″,N32°55′37.8″

②E121°07′32.4″,N32°55′37.8″

③E121°08′25.0″,N32°54′00.0″

④E121°07′18.0″,N32°54′00.0″

①E121°07′44.4″,N32°55′34.2″

②E121°08′30.0″,N32°55′34.2″

③E121°09′30.0″,N32°54′30.0″

④E121°09′30.0″,N32°54′00.0″

⑤E121°08′53.4″,N32°54′00.0″

①E121°07′27.0″,N32°53′45.0″

②E121°09′15.0″,N32°53′45.0″

③E121°09′15.0″,N32°53′00.0″

④E121°07′27.0″,N32°53′00.0″

海域用途

贝类开放
式养殖用

海

贝类开放
式养殖用

海

贝类开放
式养殖用

海

面积

389.3公顷
(5839.5亩)

382.1公顷
(5731.5亩)

389.3公顷
(5839.5亩)

底价
（元/亩/

年）

40

35

20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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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台汇城企业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股东会于 2019 年 1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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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敏

联系电话：13825238610
地址：东台沿海经济区客商

服务中心楼内
邮编：224200
东台汇城企业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清算组
2019年1月10日

注销公告

东台欧亚菲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股东会于2019年1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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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兴旺

联系电话：13962666999
地址：东台市经济开发区迎宾

大道10号
邮编：224200
东台欧亚菲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清算组
2019年1月10日

注销公告

2018年度东台市“615计划”
领军人才项目由市人才办会同市
科技局、人社局、财政局、教育局、
文广新局、卫计委等部门共同组
织实施，经申报初审、资格审查、
专家评审等程序，遴选出拟资助
对象28名，现予以公示。如对公

示人选有异议，请于2019年 1月
18 日前向市人才办反映。市人
才办联系电话：0515-89560817，
邮箱：dtzzbrcb@163.com。

东台市人才工作办公室
2019年1月11日

2018年度东台市“615计划”
领军人才拟资助人选公示

2018年度拟资助“615计划”领军人才
公示名单（共28人）

创业类：
江苏贺鸿电子有限公司 朱利明
东台镭创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孔 剑
江苏立一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韩 建
东台淼润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尹忠慰
拓普瑞机器人科技东台有限公司 张 伟
创新类：
东台市赐百年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李元广
东台船用配件有限公司 罗 凯
科森科技东台有限公司 段学超
江苏富乐德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王 斌
江苏越科新材料有限公司 詹 亮
江苏和信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陈 鑫
江苏东阁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袁焕鑫
上海新闵（东台）重型锻造有限公司 陈 飞
盐城东科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张立新
盐城宏景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郭凌华
江苏中磊节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李 双
东台市圣德尔耐热材料有限公司 杨 光
东台市吉中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 侯伯杰
江苏华粮机械有限公司 魏锋涛
江苏生久农化有限公司 竺新波
江苏新技机械有限公司 唐俊龙
东台世恒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马利娥
江苏鑫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毛功平
江苏欣宏泰机电有限公司 刘 澎
江苏海特尔机械有限公司 李 健
江苏正阳锅炉有限公司 岑旗钢
社会事业类：
东台市人民医院 万 荣
东台市人民医院 傅国辉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东台市喜上加喜婚庆礼仪有限

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正副本，核准号
为：J3117002936401，声明作废。

东台市盈红绣品厂因保管不慎
遗失中国建设银行东台城中支行的
印鉴章、公章、法人章（周红英）各一
枚，声明作废。

周兵因保管不慎遗失苏JTZ360
车辆在安城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分公司购买的交强险保单，保单
号：299320103302018004668强险标
志流水号201903300183764，商业险
保单号299320103362018004600，声
明遗失。

丁阿官遗失苏JX8961车辆的道
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证号为：

盐 320981316593 盐 81321002，
声明作废。

东台市头灶镇浩然文印室
（注册号为：320981600772823）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一本，编号
为 ：320981000201010180189，
声明作废。

陈 芳 因 保 管 不 慎 遗 失
JD6559 车辆在中国人民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盐城市亭湖支公司投
保的交通强制保险标志，单证代
码 AMDＺAE0018ZA0，印 刷
号：32001800293191，声明遗失。

东台市富安镇丁晶磊通讯
器 材 经 营 部（ 注 册 号 为 ：
92320981MA1N43HF0C）遗 失
营业执照副本一本，编号为：
320981000201612160067，声明
作废。

本报讯（于成）日前，由盐城
市文联、盐阜大众报报业集团、盐
城市作家协会联合举办的“江苏
银行”杯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文

学作品征文大赛揭晓，我市广播
电视台记者汪志良的散文《好风
助我上青云》喜获一等奖。

汪志良一征文获盐城一等奖

1 月 7－8 日，我市新春群众文艺会演分别在梁垛
镇、富安镇举行，来自 14 个镇及经济开发区、城东新
区、西溪景区的24支代表队参加了演出。

卢勇 王晴晨 摄

舞动美好生活
——市新春群众文艺会演集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