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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卫华口腔门诊部 开展项目：口腔3D口扫 口腔CT 种植牙 数字化修复
联系手机：13851301330 接诊时间：8：00-18：00 地址：东台市金海西路1号汇龙大厦门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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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单位

广告

近日，电影《中国女排》启动
仪式在漳州中国女排训练基地举
行，并宣布定档2020年春节，以这
部电影为美好祝愿，为女排的东
京奥运征战加油鼓劲。

漳州不仅是女排最早的训练
基地，郎平口中的“娘家”，更是孕
育出“五连冠”队伍的摇篮，一支
支队伍在这里洒下青春汗水，奋

力成长，让它成为“初心”所在。
日前，中国女排第46次回到漳州
参加封闭集训，全面迎战接下来
的几项重大赛事，包括五月的世
界排球联赛，女排世界杯和 2020
年东京奥运的预选赛。

在启动仪式上，陈可辛导演与
郎平、陈忠和两位中国女排的名
帅就电影《中国女排》相关的话题

进行了“爆料”。
陈可辛导演透露，早在 1978

年曼谷亚运会时，年仅16岁的他
就在现场近距离观看了中国女排
的比赛，至今仍记得中国队进场
时热血沸腾的感觉。当真正有机
会亲手将中国女排的故事搬上大
银幕时，他既兴奋又感到责任重
大，忍不住在微博上撰文表示：

“现在我快60岁了，准备开拍中国
女排的故事。人生有时候就是这
么奇妙。”

中国女排历史久，故事丰富，
在中国人心中拥有特殊的地位。
敢拍这样的题材，并定档在春节，
困难与压力不言而喻，而陈可辛
导演也现场坦言，要将几代国人
对女排的热血记忆浓缩进两个
小时确实困难，“可就像中国女
排，虽不一定能赢，但就是拼了。
从袁指导到陈指导，到郎指导，他
们能扛过来，我们也必须扛过
来。”

在演员选择方面，陈可辛导演
则透露，为了保证运动场景的专
业性和可看性，此次选角可能会
考虑专业运动员。对大家最关心
的郎平指导与陈忠和指导的扮演
者，两位传奇教练在活动现场一
致表示相信并尊重导演的判断，

“当然能帅一点更好”陈忠和指导
在最后笑着补充道。

对于希望在电影中呈现哪些
情节，郎指导笑言“对于每一天的
努力，谁也不知道结果是什么，但
是我们都会向自己心中的梦想，
心中的目标去做，平时的生活、训
练的点点滴滴，都是我们团结努
力的结果。我相信可辛导演一定
会抓住这个主题”。陈忠和指导
希望通过电影“把女排的这种精
神能够弘扬给大家，特别是给青
少年”，也对陈可辛导演来执导这
部电影，“充满了希望，充满了信
心”。

电影电影《《中国女排中国女排》》定档春节定档春节
为女排东京奥运加油鼓劲为女排东京奥运加油鼓劲

东台市卢氏家具有限公司遗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正 本 ，核 准 号 ：
J3117002828501，声明遗失。

温馨提醒——今 日 天 气 本市：晴转小雨，东南风3级，13℃/17℃ 大丰:10℃/16℃ 兴化:12℃/18℃ 海安:12℃/17℃

霓裳轻抚杨柳风霓裳轻抚杨柳风
绚烂森林四月天绚烂森林四月天

4 月 25 日清晨，经过几天
春雨的洗礼，黄海森林公园格
外清新，满园新绿晶莹剔透，
如跳动的精灵，在杨柳风中，
轻柔摇曳。由弶港镇政府、黄
海森林公园、市旗袍爱好者协
会主办的“唱响祖国颂，亲近
大自然”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在这里拉开帷幕。80 多名旗
袍佳丽，依林傍水，在木栈道
上轻移莲步，在翠竹林间飘逸
霓裳，在水杉长廊放飞希冀，
在森林驿栈直抒胸臆，在瑜伽
舞台翩翩起舞，将激情飞扬林
荫间，当传承文化使者，做最
美流动风景。为宣传大东台，
书写出绚烂诗行。

徐越峰 摄

本报讯（李勇军 纪宏宇）
近日，中铁北京工程局六公司
盐通铁路项目一分部携手市文
广旅局及梁垛镇安洋村村民委
员会开展“新时代 新征程”送
戏下乡活动，给当地百姓及工
友们送去问候。

演出在舞蹈《家乡东台美》
中拉开帷幕，优美的舞蹈、幽默
的小品和精彩的魔术等节目轮
番上阵，为观众们奉献了一场
丰富的精神文化大餐。大家纷
纷拿出手机拍照，留下精彩瞬
间。现场气氛热烈，掌声、笑

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群众看得
不亦乐乎。

盐通铁路项目一分部高度
重视高铁建设路地和谐，积极
主动协调外部关系。此次慰问
演出活动，体现了一分部与当
地政府、群众建立良好合作关
系的美好愿望及对一线建设者
的关爱，鼓舞了一线建设者的
劳动士气，激发了广大员工的
工作热情，推进了盐通铁路建
设任务更好更快发展，为助力
东台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盐通铁路项目一分部
携手文化部门送戏下乡

东台市城东高新技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
东台市城东新区钱陈居民点安置区10KV配电
工程，现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具体事项公告如
下：

一、工程概况：东台市城东新区钱陈居民点
安置区10KV配电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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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万元。其
余事项详见招标文件。

二、投标者资质
1.①投标企业具有三级及以上电力工程施

工总承包资质或三级及以上输变电工程专业承
包资质，且同时具有五级及以上承装、承修、承
试电力设施许可证，投标企业须在东台市供电

行业主管部门备案完毕，具备报竣能力。
②项目负责人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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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7 日上午 9 时至

2019年4月30日中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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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30日下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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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

招标公告

因经营结构调整需要，根据
2019年4月23日股东会决议东台市
秋俊东机械有限公司拟将注册资金
从 250万元减至 200万元。现予以
公告。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45日
内要求本公司清偿债权人或提供担
保。

东台市秋俊东机械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6日

东台市秋俊东机械
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2019 年 3 月 15 日我镇
发出迁坟通告至今，该区域
范围内还有8穴坟主未登记
迁出，社区也无法联系，请
未登记的坟主在公告之日

起十日内主动到金海街道
北海社区进行登记办理迁
坟手续，逾期不登记的迁坟
者，将按无主坟处理。

特此公告，敬请互相转
告。

东台市东台镇人民政府
2019年4月27日

通 告

东台镇北灶居委会一组下水道及厕所项
目，东台河南岸潘舍、富旗污水处理工程设计
项目，经镇政府批准，面向社会公开招标。

一、工程地点：东台镇境内。
二、工程概况：共二个标段
一标段东台镇北灶居委会一组下水道及

厕所项目：完成招标人提供的工程清单中的全
部施工内容。工程规模约5.3万元。

二标段东台河南岸潘舍、富旗污水处理工
程设计项目。

具体情况详见招标文件。
三、报名资格条件：
一标段：有建筑、市政、水利工程施工资质

三级以上(含三级)单位均可报名。报名时携
带：企业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手写无效、工程

名称完整准确）、被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
件。复印件都须加盖投标单位公章。资格审
查采取后审办法。

二标段：具备市政设计乙级以上资质（含
乙级）的单位均可报名。报名时携带：企业法
人授权委托书原件、被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
件。复印件均须加盖投标单位（公章）。资格
审查采取后审办法。

四、报名时间及地点：2019年 4月 30日下
午 5:30 前，在东台镇人民政府招标投标办公
室3#楼2楼。

五、开标时间和地点：2019 年 5月 7日下
午3:00在东台镇人民政府招标投标办公室3#
楼2楼开标大厅（一）开标。

六、联系电话：85263506。

东台市东台镇人民政府
2019年4月27日

招标公告

4 月 25 日，中国女将谢梦
雨和帕丽哈分别在 2019 年亚
洲摔跤锦标赛女子自由式摔跤
比赛55公斤级和76公斤级比
赛中夺冠，打破了东道主在本
届亚锦赛上的“冠军荒”。

在上午进行的预赛中，中
国女队除张骐在 59 公斤级半
决赛负于日本对手稻垣柚香之
外，50公斤级选手孙亚楠、55
公斤级选手谢梦雨、68公斤级
选手周凤以及 76 公斤级选手
帕丽哈均悉数晋级决赛。其
中，谢梦雨在四分之一决赛将
韩国对手金和元摔成双肩着
地，博得现场观众的喝彩。全
运会金牌得主周凤以 14:4 技
术优势逆转击败印度人卡克
冉，将把控比赛节奏的能力展
现得淋漓尽致。

中日选手在四个项目的决
赛中直接对话，成为晚间比赛
的最大看点。作为日本国内最
具人气的国家队之一，日本 5
位女跤手进入了当日全部项目
的决赛。日本NHK、朝日电视
台、富士电视台等 6大媒体派
来数十位记者报道本届比赛，
足见 2020 年奥运会东道主对
女子摔跤项目的重视。

决赛环节，孙亚楠率先出
场，她最终 4:6 不敌日本选手

入江有希，为东道主再添一
银。不过谢梦雨在 55 公斤级
决赛中用连续的滚桥动作引爆
全场，仅用时 1 分 33 秒就以
10:0 技术优势击败日本人五
十岚彩季，帮助中国队获得本
届亚锦赛上的首金。赛后，她
身披五星红旗绕场一周向观众
致意。“这是我们的主场，站上
这块场地我就想摔！就想赢！”
谢梦雨说。

周凤在决赛中的对手土性
沙罗是里约奥运会该项目冠
军。赛前周凤对击败对手很有
信心，她说：“我俩之前摔过，互
有胜负吧，我觉得她并不是不
可战胜的。”不过，土性沙罗并
非等闲之辈，第一局中她几乎
是抓住周凤仅有的一个侧身机
会将其摔进安全区，取得 2分
领先优势。第二局土性沙罗两
次因被判消极丢分，不过她也
抓住一次周凤进攻不成的机会
将其推进安全区得到1分。最
终周凤遗憾摘银。

帕丽哈在当晚最后一场比
赛中后来居上，2:1 战胜日本
选手皆川博惠。赛后这位可爱
的小姑娘说，在首局 0:1 落后
时仍然有信心逆转比赛。站上
亚洲之巅后，她已将目光投向
世锦赛。

摔跤亚锦赛：
中国女将打破“金牌荒”

1、东台市弶港镇污水管道新建工程已经立项批
准建设，工程所需资金已落实，因第一次报名人数不
足，现继续邀请合格的潜在投标人参加本工程的投
标报名。

2、江苏鸿成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受招标人委
托具体参与本工程的招标事宜。

3、工程概况
（1）工程地点：东台市弶港镇
（2）工程规模：约38万元
（3）工期要求：30日历天
（4）质量标准：合格
4、本招标工程共分一个标段，相应招标内容如

下：
DN300PE拖拉管道100m，DN400PE拖拉管道

35m，DN400HDPE开挖管道18m, DN600HDPE开
挖管道18m, DN300HDPE开挖管道287m, 污水检
查井20座，溢流井2座等。完成招标人提供的工程
量清单及施工图纸的全部内容。

5、投标人应当具备的条件：
（1）投标人要求：三级及以上市政公用工程施工

总承包资质；
（2）项目负责人要求：二级及以上市政公用工程

专业注册建造师。
6、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用最低价法。

7、投标申请人可于2019年4月26日至2019年
5月 8日上班时间到弶港镇人民政府招标办报名购
买招标文件，售价：400元/份，售后不退。原报名人
资格有效，如只有一人报名，可实行公开议标。

8、投标人必须委派本单位正式人员携带本人身
份证原件购买招标文件及相关资料。

9、其他：本工程开标时间、开标地点：电话另行
通知。

10.报名联系人：杨女士 电话：15061193702
11.勘探联系人：陈先生 电话：13815594738

东台市弶港镇污水管道新建工程招标公告(第二次)（资格后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