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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市瑞之荣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于2013年 8月1日办理的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发证机关为：东台市国家税务
局，证号为：320981074696039，声明
遗失。

东台市头灶镇农业技术推广综合

服务中心因保管不慎，遗失事业单位
法人证书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20981468311605H，声明遗失。

东台市动物卫生监督所（东台市
畜牧兽医站、东台市动物疫病预防控
制中心）因保管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
和国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12320981468308246W，
声明遗失。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巩俐在接演《中国女排》之
前，刚主演了另一部“大戏”。
近日，娄烨导演的新片《兰心大
剧院》曝光一张巩俐的剧照，她
手 持 望 远 镜 ，在 车 上 若 有 所
思。外媒也曝光这将是一部惊
悚题材的黑白电影。

《兰心大剧院》除了巩俐，还

有赵又廷、小田切让等主演。
电影讲述了 1941 年秋冬，著名
女星于堇(巩俐饰演)应邀从香
港回到家乡上海，出演《狐步上
海》，而她的真实使命是为盟军
收集战时情报。于堇用生命获
取了日军将偷袭美军珍珠港的
情报，却没能如实发出，太平洋

战争爆发，美英对日宣战。
据悉，虽然该片大部分场景

都采用实景拍摄，给剧组带来
了不小的挑战，但该片去年便
已经杀青，只是暂时还没有定
档消息。而该片的海外发行由
法国发行商 Wild Bunch 负责，
该发行商透露，在戛纳电影节

期间，将进行影片的销售。
有意思的是，不少影迷发

现，近些年来已很少看到巩俐
的作品，而此番在新作尚未定
档之时又接拍一部新片，也许

“巩皇”将掀起一波新的出品高
潮。

“谍战”归来 “巩皇”最近有点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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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管好国有河堤及集体资产，增
加集体积累 ，加 大 社 会 事 业 的 投
入，弶港段面东潘堡河西堤属于国
有河堤，需根据公益林管理要求栽
植护岸林，根据镇人民政府与市林
业中心会商会议的精神并协商一
致，已对到期的原新曹林场的部分
国有河堤法定林地对社会现状公
开发包其承包经营权，现根据市林
业中心的要求对第一次公告中 10
年承包期进行调整，具体事项继续公
告如下：

一、标的地点：弶港镇原新曹林
场内。

二、标的面积、承包期、四址范围
及有关要求：共分为4个标段，第一标
段 54.01 亩，第二标段 62.08 亩，第三
标段 64.61 亩，第四标段 68.66 亩，计
249.36 亩。发包有关要求详见招标
文件和图纸。

三、发包期：承包期为15年，招标
后三天计算。

四、报名的有关要求：凡有意报
名参与竞包者需携带个人居民身份
证，每个标段缴纳报名资料费400元
（售后不退），同时各个标段的法定林
地须缴纳履约投标诚信保证金40000
元和绿化保证金 45000 元（缴纳账
户：东台市弶港天源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开 户 行 ：弶 港 农 商 行 ，账 号 ：
3209192701201000029193，不 接 受
现金报名）。参加投标者的履约投标
诚信保证金自动转为投标履约保证
金，不参加投标的不予退还，中标方
须在 2020 年 3 月 30 日前将林地按
林业部门要求标准栽植到位。定植
树木栽植前苗木质量、规格、栽植标
准等由市林业中心和弶港镇农业中
心共同把关同意后方可栽植。绿化
保证金待中标方按要求定植林业部
门规定的二种树种后，并通过发包
方和市镇林业部门联合验收合格后
无息返还中标方，中标方不按质要
求栽植定植树木，不能通过招标方、

市镇林业部门验收合格的，招标方
可单方面解除合同，由此导致的责
任全部由中标方承担。同时招标方
可动用中标方缴纳的绿化保证金栽
植相应的定植树种，栽植费用不够
的，招标方可依法追诉。竞标者可
在本公告规定时间内自行到现场踏
勘标的情况（可与弶港镇资产办
85728138、潘 存 13092141148 联
系），一旦报名即表示报名者完全了
解、认可、接受本标的所有现状情
况，无条件履行招标文书的约定，并
愿承担一切责任。中标者签订合
同、缴清承包款后即视为发包方已
将发包的林地移交给中标者，中标
者自行解决该地块交田及障碍物等
有问题的处置。第一次按要求报名
的人资格有效（同时可在本次招标
中报名原未报名的标段，报名费不
缴，但需缴纳相应本次报名标段应缴
的保证金），其中不愿意参加投标的
报名人可退还保证金和报名费。

林木生长过程中抚育、采伐及林
木成熟采伐时，中标人按树木价值
（实际销售价）的 30%向东台市林业
中心缴纳国家分成部分。

五、报名方式：凡自愿报名者请
于 2019 年 5 月 14 日上午 8：30 至
2019年5月21日16时前至弶港镇招
投标办公室报名（工作日）。

联系人： 杨女士 联系电话：
15061193702 85728138

六、竞价时间及地点：2019 年 5
月 22 日 15 时 30 分在弶港镇政府五
楼会议室开标。

七、承包金、清田押金的缴纳方
式：中标者需在宣布中标后两天内和
发包方签订承包合同并一次交清所
有的承包费，逾期作违约处理，中标
方所缴纳的履约保证金和绿化保证
金不退。

八、未尽事宜由本次竞标领导小
组负责解释，报名投标人按解释执
行。

原新曹林场弶港段面东潘堡河西堤国有河堤法定林地招标公告
(第二次)

5月 13日，2019年全国体操
锦标赛暨世锦赛选拔赛在广东肇
庆圆满落幕，当天再决出 5个单
项的金牌。“小花”欧钰珊在平衡
木决赛上为广东队再添 1金，广
东体操队在本次比赛中以7金收
官，包括女子团体、女子全能、高
低杠和平衡木，还有混合团体、混
合全能以及团体总积分。

平衡木决赛中失误频频，包
括去年世锦赛金牌得主刘婷婷也
掉下器械失去了争冠希望。欧钰
珊也非常紧张，出现了一次严重
晃动差点掉木，不过，她以陈一乐
为榜样——“打死都不掉下来”，
并且完美地完成了后面的动作，
最终凭借6.5 的高难度赢得了金

牌。这是欧钰珊第2次参加全国
比赛，赢得团体和平衡木的金牌，
还获得了全能和自由体操的铜
牌，她说非常满意，觉得有点超水
平发挥，希望努力进步，争一争东
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除了“小荷冒尖”，国手们的
表现也尽显“名将风流”，两位世
界冠军邹敬园和林超攀分别赢得
双杠和单杠的金牌。邹敬园以一
套 7.0 的高难度动作获得 16.667
的全场最高分，堪称当今双杠第
一人的邹敬园还储备有高达 7.2
的难度动作。他表示，接下来会
继续提高动作的稳定性，同时会
在鞍马和吊环上提升水平。林超
攀虽然因伤缺席了全能比赛，但
在单杠上正常发挥获得冠军。林
超攀对自己的表现不是特别满
意，因为他觉得在单杠上还有可
进步的空间，跟世界顶尖水平相
比还有差距。正备战世锦赛的林
超攀表示会尽快恢复全能的训
练，同时在双杠和单杠上也要进
一步加强。

体操全锦赛收官
名将风流 小荷冒尖

2018-2019世界壶联冰壶世
界杯总决赛 5 月 12 日在北京首
钢冰球馆结束全部比赛的争夺。
闯入决赛的中国男队3：5不敌加
拿大二队，这是中国男子冰壶队
自 2002 年组建国家队征战世界
大赛以来首次站上领奖台。女子
和混双冠军分别归属加拿大女队
和挪威组合斯卡斯利恩/内德莱
格腾。

男子决赛在当天上午9时开
战，由邹强、巴德鑫、王智宇、许静
韬组成的中国队执红壶首局后手
发球。前两局双方各得一分。第
三局，加拿大二队偷得一分。此
后双方各有一分入账，五局结束
分差并没有拉大。进入第六局，
中国队占有后手优势，但四垒巴
德鑫最后一投力量偏重，冰壶径
直飞过大本营，加拿大二队再次
成功偷得一分。此局成为比赛的
转折点，中国队陷入被动，尽管第
七局再扳回一分，但对方四垒凯
文·科伊在第八局最后一投稳稳
将壶旋进圆心，最终以 2分优势
锁定胜局。

赛后巴德鑫表示，本届冰壶
世界杯能打进决赛，并在决赛中
和对手比分如此接近是赛前没有

想到的，当天的比赛全队一直努
力拼到了最后一个球，最后一局
中国队的战术和成功率已经做得
很好，但对手最后一投还是非常
出色赢得了比赛。

此役之前，中国男队在世界
大赛的最好成绩是 2008 年冰壶
世锦赛第四和 2014 年索契冬奥
会第四。本次比赛获得亚军，队
长邹强表示非常开心，这次世界
杯团队配合更加默契，进步也很
快，通过和世界强队交手，也学习
到在关键时刻如何控制情绪，接
下来团队会继续磨合，希望基本
技术能更加稳定。

在随后进行的混双决赛中，
挪威组合斯卡斯利恩/内德莱格
腾以 8：3 战胜了加拿大组合沃
克/穆瑞斯，摘得冠军。女子决赛
中，加拿大队9：6战胜瑞士队，获
得金牌。混双和女子比赛的铜牌
分别被美国组合和俄罗斯女队夺
得。

由姜懿伦、张丽君、董子齐、
姜馨迪组成的中国女队最终夺得
女子比赛第五名。年轻的中国混
双组合曹畅/苑明杰以一胜五负
的成绩排在混双比赛第七。

冰壶世界杯总决赛收官
中国男队夺银创历史最佳

为了进一步盘活集体资产，增
加村集体积累，加大社会事业的投
入，经居委会研究、村民代表会议，
并报请镇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同
意，决定对新曹居委会344国道取
土区形成的51.8亩塘口实施对社
会公开竞价发包经营权，因第一次
流标，现重新对社会公开竞价发包
经营权，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承包范围及四址：
甲方拥有塘口1个，塘口及周

边面积51.8亩，新曹居委会344国
道北侧东潘堡河西八沟东，四址范
围：东至东潘堡河圩堤脚线；西至
南北小沟；南至东西中心路；北至
八组农户田南2米。

二、发包期限及相关要求：
发包期限为 5年。中标方在

承包期内要按照国家的规定进行
环境保护，不得乱排乱放，更不得
从事南美白对虾、泥鳅、黑鱼和畜

禽等有污染的养殖，只能从事淡水
鱼类的养殖。中标方承包期内如
被环保部门通知督促整改，停业整
顿，须无条件服从环保部门的意
见，不服从意见的，招标方可单方
面解除合同，由此导致的一切责任
全部由乙方承担，同时中标方独立
承担全部环保责任。中标方电力
设施自理，引水设施自理，招标方
只提供简单的引水设施路线。

三、报名条件：凡无拖欠本村
集体各项费用，有经营能力的且诚
实守信的社会公民及单位均可报
名，凡有意报名参与竞包者需携带
个人居民身份证及有关资料，并缴
纳报名费300元（此费不退）和投
标诚信保证金4万元及缴纳2万元
到期履约交塘保证金（缴纳账户：
东台市弶港镇新曹居民委员会，开
户 行 ：弶 港 农 商 行 ，账 号 ：
3209190271010000070825，不接

受现金报名），不中标的无息退还，
不参加投标的诚信投标履约保证
金不予退还，中标方的诚信投标履
约保证金自动转为按期履约签订
合同、缴清承包费，中标者需在宣
布中标三天内和发包方签订承包
合同并一次交清承包期内所有的
承包费，中标者的投标保证金待缴
清承包金后无息退还。

四、报名方式：凡自愿报名者
请于2019年5 月 15 日至2019年
5月 22日16时前到弶港镇招投标
办公室报名。

报 名 联 系 人 ：杨 女 士
15061193702 勘查联系人：练先
生 13382622700

五、竞价时间及地点：竞价时
间另行电话通知，竞价地点在弶港
镇人民政府。

六、承包金的缴纳方式：中标
者需在宣布中标三天内签订合同，

并一次性缴清承包金，中标方逾期
不缴清以上款项作违约处理，4万
元的履约保证金和2万元到期履
约交塘保证金无偿归招标方所有。

七、竞标人可自行进入发包塘
口现场进行踏勘，进一步了解塘口
及周边的现状，但应自行承担踏勘
的责任、风险和费用。承包期间，
中标方改变承包时招标方资产现
状及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如水电、
建筑设施等）需书面报招标方，经
招标方书面同意后中标方方可实
施，费用中标方自理。合同期满
后，中标方在承包区域内添置的所
有资产如中标方不按期拆除或移
走的将全部归招标方无偿所有。
竞标人在竞标时应充分考虑塘口
资源、现状及市场风险等因素。投
标人中标后即视为发包方已将发
包的塘口移交给中标者（按要求签
订合同、缴清承包款后）。

招 标 公 告（第二次）

即将开拍的电影《中国女
排》，由著名导演陈可辛执导，
以几代中国女排真实故事为背
景，讲述她们顽强拼搏、为国争
光的故事。片方 5 月 12 日宣
布，巩俐确定将出演中国女排
总教练郎平一角。此前还有消
息称，演员关晓彤有可能出演
惠若琪，同时也会有大量真实
球 员 参 演 。 据 悉 ，该 片 将 于
2020年春节上映。

事实上，今年3月，网上就已
经流传巩俐将出演郎平，但未得
到官方证实。5月 12日，电影官
宣巩俐确定出演后，在网上引发
热议。网友纷纷表示巩俐来饰演
郎平太合适了。两人在长相和气
场上都非常吻合，在各自领域达

到的荣誉高度也非常相似。
郎平是现任中国女排教练，

在她的球员生涯中，是当时世界
三大扣球手之一，被称为“铁榔
头”。郎平早在1996年就获得了

“世界最佳教练”的荣誉，并获得
过 2016 年感动中国十大年度人

物。郎平的身高1米 84，而巩俐
的身高1米 69，不过“巩皇”的演
技完全可以让身高差忽略不计。

除此之外，关晓彤和张蓝心
的名字也在出演演员的列表中。
对于关晓彤将出演一事，许多网
友表示不能接受，认为关晓彤的

演技撑不起这部电影。但也有网
友表示就身高来讲，关晓彤是非
常合适的，毕竟国内女演员身高
普遍不好，演技问题可以由导演
来把控。而张蓝心则是运动员出
身，曾经还获得全国跆拳道的比
赛金牌。

“传言”证实 网友认可此“郎导”

官宣官宣！！巩俐演郎平巩俐演郎平
电影电影《《中国女排中国女排》》定档定档20202020年春节年春节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召开前
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推出
三集高清主题纪录片《亚洲文明
之光》，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叙述视
角，跨时空、全方位、多角度展现
亚洲文明的演进脉络。

该片是全球电视领域第一部
全景式梳理与讲述亚洲文明的高
清主题纪录片，通过看景、看物、
看故事的线索，浓缩呈现亚洲地
区从文明出现、建立、成熟、辉
煌、交流和影响的历史进程，讲述
了越南的奥黛、柬埔寨的吴哥窟、
印度尼西亚的巴迪、约旦的佩特

拉古城、马尔代夫的海洋生态等
文明，在历史中不断延续的传奇
历程和亚洲先民艰苦奋斗创造历
史的伟大故事。

纪录片的拍摄足迹涉及亚洲
22个国家和地区，使得亚洲47个
国家和地区在节目中完整亮相，
涵盖从中华文明、古印度文明、古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到亚洲各国、
各地区、各文明圈的历史遗迹和
文明创新。

片中通过描绘巴基斯坦古城
遗址摩亨佐·达罗、巴比伦空中花
园、唐长安西市、日本绳纹时期古

陶片等经典场景，精心演绎了一
幅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亚洲文
明全家福。

该片使用 4K超高清技术拍
摄，新拍内容中文化景观、文物细
节栩栩如生，打造身临其境、独一
无二的文明体验之旅。后期制作
又通过三维动画等各类技术手
段，使文物“复活”，譬如公元前7
世纪的西亚两河流域浮雕、亚洲
先民水利灌溉的场景都动了起
来，给文明插上想象的翅膀。

纪录片主题音乐以大管弦乐
为基调，同时融入远古的埙和箫、

亚洲共有的琵琶、古印度的萨罗
达琴以及西亚、中亚、东南亚等音
乐元素，通过营造一场视听绝伦、
交相辉映的文明巅峰盛会，进一
步彰显亚洲文明的悠久灿烂、多
姿多彩。

据悉，《亚洲文明之光》三集
分别为《文明华章》《传承创新》
《交流互鉴》，5月12日开始陆续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
道、中文国际频道和中国国际电
视台英语频道、阿语频道以及总
台所属多个融媒体平台重磅推
出，献礼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央视纪录片首次全景讲述亚洲文明

东台镇海丰敬老院购置实木衣
橱项目、东台镇四海佳园竣工测
绘、东台镇吕港临时过渡房排涝站
工程、东台镇通榆河610省道北绿
化节点水系配套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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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四个标段。
一标段东台镇海丰敬老院购置

实 木 衣 橱 项 目 ：购 置 实 木 衣 橱
2.2m×0.8m×0.6m 共 92张。项目
规模约13.8万元。

二标段东台镇四海佳园竣工测
绘：对小区进行竣工测绘成果报
告。

三标段东台镇吕港临时过渡房
排涝站工程：吕港村六组新建临时
房拆迁户过渡，占地面积 37.785
亩，计 159套。主要承担临时过渡
房排涝站建设工程。工程规模约
12.42万元。

四标段东台镇通榆河610省道
北绿化节点水系配套工程：φ80×
16m跌水配套 1座，φ80×10m过
路配套1座，砼明排水沟50m1座，
φ100×50m下穿 610高架排水涵
1座。工程规模约8.97万元。

具体情况详见招标文件。
三、报名资格条件：
一标段：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

括家具生产或销售的单位均可报
名。报名时携带：必须提供营业执
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被授
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复印件都
需加盖投标单位公章。资格审查采
取预审办法。

二标段：具有测绘（或测量）资
质的独立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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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员证书
（量测专业）和工程师职称复印件、
被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营业
执照复印件。复印件均需加盖投标
单位公章。资格审查采取预审办
法。

三标段：有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资质三级以上的单位均可报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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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印件都需加盖投标单位公
章。资格审查采取后审办法。

四标段：有市政、水利水电二级
以上工程施工资质的单位均可报名
（项目经理为水利、市政二级建造
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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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印件都需加盖投标单位
公章。资格审查采取后审办法。

四、报名时间及地点：2019年5
月 17 日下午 5:30 前，在东台镇人
民政府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联系
人：孙先生，电话：13770091515。

五、开标时间和地点：2019年5
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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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

招标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