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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文体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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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大学、盐城工学院、盐城师范学院、电子科技大学、
九州职业学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现在东台常年开设网
络教育、成人教育大专、本科学历，专业有：学前教育、建筑
工程、工程造价、会计学、金融学、工商管理、物流、法学、机
电一体化、计算机、旅游管理、护理学、药学等。学习形式
网上学习为主，两年半考试通过拿证。

常年开办会计基础班、会计初、中级职称班，一级、二级
建造师(考前3天封闭训练)、一级消防工程师、各类电脑专
业、育婴师、教师资格证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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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专、本科学历提升到东台百佳
东台开放大学系本市唯一的一

所地方高等学校，也是国家开放大学
（原中央电大）、江苏开放大学（原江
苏电大）教育试点学校和奥鹏教育教
学点。2019年春季继续招收学历教
育学生。

一、招生专业
1、江苏开放大学招生专业

2、国家开放大学招生专业

3、奥鹏教育招生专业
我校已与两所重点高校（大连理

工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合作，有中小

学各科、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艺
术设计等专升本及高起本学历教
育专业若干个。

二、报名方法
1．报名时间：国家开放大学

专业报名从即日起至 3 月 4 日
止;

江苏开放大学专业报名从即
日起至2019年3月18日止;

奥鹏教育专业报名从即日起
至各院校的招收截止时间。

2．报名办法：报名者持毕业
证书、身份证原件，到东台开放大
学（惠民路9号）办公楼二楼招生
办办理报名手续（2月1-10日放
假）。

3.收费标准：国家开放大学

专业本科第一学年本科 2330元，
专科2190元（含报名费、学分费、
注册费、代办费等）。

江苏开放大学专业教材费500
元。学分费、考试费等待注册后按
标准收取。

奥鹏教育按各校授权书收费
标准缴费,或咨询奥鹏服务热线:
400-810-6736了解收费标准。

三、毕业、证书、学位
凡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

学分，成绩合格，由各校颁发毕业
证书，本科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学
位证书。毕业证书均由教育部进
行电子注册，国家承认学历。

报 名 咨 询 电 话 ：
0515-85213269、85106216。

东台开放大学（原东台电大）

2019春季招生简章

学校

江苏开放大学
（原江苏电大）

本科专业

工程管理、文化产
业管理、环境工程、
农业资源与环境
（农业与农产品安
全）、行政管理、物
流管理、财务管理

专科专业

会计、工商企业
管理、行政管
理、建设工程管
理、软件技术、
机电一体化技
术

学校

国家开放大学
（原中央电大）

本科专业

法学、小学教育、学前
教育、汉语言文学（师
范方向）、市场营销、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土木工程（建筑管理
方向）、工商管理、会
计学、金融学、物流管
理、行政管理、机械设
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等

专科专业

法学、小学教
育、学前教育、
计算机信息管
理、物流管理、
教育管理、机械
制造自动化、电
子商务、旅游
（含旅游管理
和酒店管理两
个方向）、汽车
运用与维修等

春晚是一顿大
众文化的年夜饭，
不同文化口味的观
众有不同的期待。
2019 年央视邀请到
了 许 多 知 名 艺 术
家，更大胆使用了
不少人气高涨、形
象 优 质 的 年 轻 演
员，他们在青少年
中有着强大的号召
力，在舞台上释放
的正能量更有传播
力度。

去年央视春晚的歌曲《赞赞
新时代》中“魔性”歌词“赞赞”成
功洗脑观众，今年同主题歌曲
《点赞新时代》，也凭借其通俗的
旋律、简洁的歌词，在观众中风
靡，一时间“来来来来，我们唱起
来，让歌声传天外；来来来来，我
们唱起来，为大中国喝彩；来来
来来，我们唱起来，点赞美好新

时代”的歌声不绝于耳。此外，
戏曲节目《锦绣梨园》中粤剧《粤
韵新篇》与歌曲《中国喜事》虽然
节目形式不同，但却产生了意外
的“化学反应”。前者“江山多娇
载入了新的诗篇”的唱腔，与后
者“国富民强，崭新时代，把握好
现在，明天更豪迈”的歌词，一刚
一柔，让观众津津乐道，争相传

唱。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

家。”央视春晚的舞台不仅唱响
了国家富强的豪迈，也唱出了家
庭的温暖与人民执着追梦的勇
气。歌曲《妈，我回来啦》情感真
挚，一句“妈，我回来啦”的歌词，
深刻展现出了游子归家之情，许
多网友纷纷表示“听哭了”；歌曲

《我们都是追梦人》用“我们都是
追梦人，千山万水奔向天地跑
道，你追我赶风起云涌春潮，海
阔天空敞开温暖怀抱”的歌词，
鼓舞着大家勇于追梦，网友们纷
纷表示：“年轻就要拼，我们一起
追梦！”节目播出后，这两首歌也
立刻“洗脑”网友，成为传唱度最
高的歌曲。

春晚歌曲风靡洗脑 网友哼唱感叹“小确幸”

如果说春晚舞台的歌曲让大
家印象深刻，那么语言类节目则是
凭借金句频出被网友争相传播、不
断刷屏。今年的央视春晚语言类
节目是社情民意、热点图谱的最直
接反映，通过一个个“魔性”的金
句，让观众在欢笑之后自发进行传
播，同时也为他们留下了思索的空
间。比如小品《“儿子”来了》，讲
述了生活中常见的老年人保健品
骗局，一款床垫被吹嘘成“专治风
湿高血压，减肥抗癌防脱发”，将

骗子巧舌如簧的形象刻画得惟妙
惟肖，也为观众们敲响了警钟；小
品《占位子》聚焦子女教育问题，
一句“现在在班里的位置，就决定
了将来在社会上的位置”反映出当
前家长的焦虑心态。“把什么都给
孩子抢到最好的了，孩子就好
了？”的质问直击人心，传递出“孩
子的教育不能光指望学校和老师，
家长的陪伴也很重要”的观念，发
人深省。

除此之外，相声《妙言趣语》将

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对联趣味表达，
“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
平”的对韵技巧深入观众心里，让
大家感受到了传统文学的魅力；小
品《办公室的故事》聚焦职场生
态，“我们平时太忙了，总是在加
班，总是把最好的一面给客户，我
也想让自己的家里人能够高兴高
兴”，则让大家领悟到生活与工作
间需要平衡的道理；小品《演戏给
你看》通过揭穿弄虚作假的村干
部，展示出基层反腐工作的成效，

一句“你在村里欺下瞒上、祸害老
百姓的时候怎么没想到农民是你
爹呢”，抨击了官僚主义、形式主
义，传递正能量，让人印象深刻。

旋律歌声温暖观众，金句热词
直击人心。2019年央视春晚变身

“顶级流量”，让网友们争相刷屏，
大家纷纷表示：“被各种金句台词
刷屏了，今年春晚非常走心！”“不
知不觉就从头看到尾，记住了不少
歌词和金句，今年的春晚真的有
料。”

相声小品段子走红 金句观众争相模仿

在2月9日进行的2019年
四大洲花样滑冰锦标赛双人
滑比赛中，中国组合隋文静/
韩聪在自由滑中更胜一筹，以
0.06分的优势力压加拿大名将
穆尔-托尔斯/马里纳罗夺冠。

另一对中国组合彭程/金
杨以205.42分获得第三名。

本项赛事在美国加利福尼
亚州阿纳海姆进行。在之前
进行的短节目比拼中，隋文
静/韩聪排在第二，位居穆尔-
托尔斯/马里纳罗之后，但分
差不到0.5分。在当日进行的
自由滑比赛中，两对组合依然
难分伯仲，也都出现一些小瑕
疵，最终隋文静/韩聪以136.92
分拿到自由滑第一名，并以总
成绩 211.11 分获得金牌。穆
尔 - 托 尔 斯/马 里 纳 罗 则 以
211.05分获得银牌。

由于女伴隋文静在去年平
昌冬奥会后确诊为右脚疲劳
性骨折，被粉丝们称作“葱桶
组合”的这对世锦赛冠军、冬
奥会银牌组合远离赛场 10个
月之久，在今年1月才开始尝
试复出。这个冠军是对隋文
静/韩聪半年来努力恢复的肯

定，更证明了他们的实力。在
3 月即将到来的花滑世锦赛
上，隋文静/韩聪也将是冠军
的有力争夺者。

隋文静说：“我们赛前还
是很紧张的，我很高兴能顺利
完成整套动作，但说实话，这
还不是最好的我们。我们会
继续努力，争取在未来的比赛
中滑得更好。”韩聪赛后也表
示，整套动作还没有达到完
美，仍需要打磨。

能克服伤病迅速达到巅峰
也让隋文静感慨不已。她说：

“非常感激那些帮助和支持我
的人，更感谢我们的对手们。”

以微弱优势输掉比赛让加
拿大王牌组合穆尔-托尔斯/
马里纳罗感到有些遗憾。穆
尔-托尔斯赛后说：“我们挺为
自己自豪的，但是和冠军擦肩
而过还是让我觉得有点可惜，
要是整个表演能够更加精细，
或许结果就不一样了。今天
的比赛我们还算满意，我们也
看到了需要继续提高的地方，
我们会进一步努力，为世锦赛
做好准备。”

隋文静/韩聪
夺四大洲花滑赛双人滑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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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央视春晚
观众一秒爱上歌词金句

根据公司苏垦农发投［2018］
405号通知精神，现对新曹分公司
2019 年度工程建设项目工程招标
代理机构进行比选，欢迎前来报名
及投标。

一、建设内容
建设内容有农田水利工程、晾

晒场及附属设施、粮食烘干线建设
及附属设施项目等，总投资约2000

万元 (详见招标文件)。
二、代理资格
1、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营业

执照；2、具有招标代理机构资质的
资质证书；3、拟委派本单位具有相
应经验的人员作为上述项目的招标
代理负责人。

三、报名需携带的证件
报名时请携带以下复印件：1、

企业营业执照；2、企业资质证书；
3、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被授
权人有效身份证等。

四、报名时间、地点、联系方式
报名时间：2019年2月11日至

14日8：00—17:30
报名地点：东台市花舍新曹分

公司投资管理办公室
联系人：蒋女士

联系电话：051585860086
18352098455

开标时间：2019 年 2 月 18 日
14:00

地点：新曹分公司二楼会议室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新曹分公司

2019年2月10日

新曹分公司2019年度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招标公告

东台市城东新区管理委员会
的东台市城东新区2019年零星配
电工程设计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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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零星配电工程设计项
目，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用最低
投标价法；工程规模约6万元。其
余事项详见招标文件。

二、投标者资质
1.（1）、具备工程设计综合资

质甲级或乙级及以上电力行业（送
电工程、变电工程）设计资质；

（2）、主持设计师具有国家注
册电气工程师（供配电）执业资
格。

（3）、投标人以往承接的设计
任务在质量、市场竞争行为、合同

履约行为方面无劣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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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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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2 日

上午9时至2019年 2月14日下午
18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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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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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2月12日

招标公告

东台市城东新区管理委员会
的东台市城东新区2019年零星市
政工程勘察设计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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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零星市政工程勘察设计
项目，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用最
低投标价法；工程规模约 6万元。
其余事项详见招标文件。

二、投标者资质
1.（1）、具备工程设计综合资

质甲级或市政公用行业（道路、桥
梁、排水）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市政
工程专业设计资质（市政工程专业
设计资质必须同时具有道路乙级
及以上、桥梁乙级及以上、排水乙
级及以上）的企业；

如投标人不具备勘察资质，可
委托具有勘察资质的单位进行勘
察，其勘察的质量、责任和费用均
由中标人承担。勘察单位业务范
围必须满足建设部有关资质管理
规定。

（2）、主持设计师应为市政或

道路或桥梁专业高级工程师或国
家一级注册结构师。

（3）、投标人以往承接的勘察
设计任务在质量、市场竞争行为、
合同履约行为方面无劣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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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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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2 日

上午9时至2019年 2月14日下午
18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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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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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2月12日

招标公告

东台市堤闸管理处新港干
河水面,以现状采取向社会公开
竞价的方式对外发包野捕，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段及范围：新港干河
水面捕捞，东起红星河西河口，
北至安丰防汛点七门桥北 20
米。

二、承包期限：2019年3月1
日至2021年12月31日止。

三、竞价时间地点：2019 年
2月 18日下午3:00在东台市堤
闸管理处综合楼会议室。

四、竞价要求：
1、凡愿意承包上述范围水

面的单位和个人，请在2019年2
月18日下午2：30前到东台市堤

闸管理处财务经营科报名，报名
费贰佰元（不退）。

2、竞价者必须缴纳竞价信
誉保证金伍万元整（现金）。

3、竞价人需带有效证件参
加投标。

五、请有意投标者到现场踏
勘，具体地段范围以新港闸派人
指界为准。

咨 询 电 话 ：徐 礼 勤
13914666198 卢 新 君
13851302916

东台市堤闸管理处
东台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
2019年2月11日

新港干河水面野捕发包竞价公告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金海康城小

区地面砖修补工程
2、工程地点：金海康城小

区内
3、工程造价：预算约 18.9

万元
4、工期要求：20日历天
5、质量标准：合格。
6、招标内容为：东台市金

海康城小区地面砖修补工程
施工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1、企业具有三级及以上

建筑工程或市政公用工程施
工总承包资质或营业执照具
有园林绿化经营范围；

2、项目负责人为二级及
以上建筑工程或市政公用工
程专业注册建造师或中级及
以上园林绿化专业技术职称；

三、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
办法，评标定标办法采用合理
低价法。

四、请投标人于2019年 2
月 12日至 2019年 2月 16日，
委派本单位正式人员到东台
市兴华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东
台市东达翰林缘小区商铺
12-104 号）报名并获取招标
文件及相关资料（原已报名单
位凭购买票据重新领取新的
招标文件）。

代理机构联系人：王先生
电话：13655111566

2019年2月12日

招 标 公 告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地点：溱东镇高桥村文化

大礼堂。
2、质量标准：合格。
3、建设单位：溱东镇高桥村村民

委员会。
4、施工总工期：10个日历天。
二、招标内容：工程包含走廊广

告墙200㎡（含钛合金字），钢结构吊
顶90㎡，12米高旗杆一个，钢化玻璃
门一樘，车棚一顶，详见招标文件。

三、投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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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
及以上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
资质；

2、拟选派项目负责人资质等级：
二级及以上建筑工程注册建造师。

四、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用最

低价中标法 。
五、投标人必须委派符合条件的

项目经理携带授权委托书、单位及本
人相关证件原件购买招标文件及相
关资料，需缴纳招标文件费200元。

六、工程款支付：工程竣工验收
合格后付50%，验收合格满一年后审
计付至审定额的80%，满两年后无质
量问题结清余款。

七、报名时间：
2019 年 2 月 12 日 8:30 到 2019

年2月18日18：00。
八、报名地点：溱东镇招投标办

公室(513)
联 系 人 ：宋 伟 平 联 系 电 话 ：

0515-69989389 18260623612

2019年2月12日

溱东镇高桥村走廊、雨棚、旗杆等
配套工程招标公告

[国资信息]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朱桂芳因保管不慎，遗失2018年 7月 8日所
开的东台市人民医院住院病人结算发票一张，号
码为：00171510，金额为9936.97元，声明遗失。

盐城市恒普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正
副本，核准号为：J3117002219201，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