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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 10 月 15 日电 15
日，2020赛季中国足球甲级联赛踢
完第十轮最后六场比赛，第一阶段
的比赛全部结束，6支实力不俗的球
队脱颖而出，进入第二阶段的冲超
组。这6支球队是成都兴城、泰州远
大、长春亚泰、昆山FC、梅州客家以
及浙江绿城。

本赛季的中甲联赛在成都、常
州、梅州三个赛区进行，每个赛区各

六支球队，获得赛区前两名的球队进入
冲超组，后四名的球队则进入保级组。

由于成都赛区提前决出了冲超组席
位，因此15日该赛区的最后两场比赛结
果无关大局，不过成都兴城还是 1:0 战
胜了内蒙古中优，以赛区第一的身份携
手第二名的泰州远大进入冲超组。另一
场比赛中，北京北体大 4:0 大胜苏州东
吴。

梅州赛区的前两名直到最后一轮才

“出炉”。梅州客家在当天3:2险
胜陕西长安竞技，从而以不败战
绩登上赛区第一。这场胜利也浇
灭了陕西队进入冲超组的最后希
望。浙江绿城5:1大胜辽宁沈阳
城市，从而名列赛区第二，拿到另
一个冲超组席位。

常州赛区在长春亚泰已经锁
定一个冲超组名额后，多支球队
争夺另一个席位。南通支云当天

1:1 战平黑龙江 FC，没能全取三
分，遗憾排在赛区第三名；昆山FC
抓住了机会，1:0小胜新疆雪豹纳
欢后，跃居赛区第二，晋级冲超组。

根据赛程，冲超组将进行组内
单循环比赛，获得第一名的队伍直
接获得中超席位，而第二名将与本
赛季中超联赛倒数第二名进行附
加赛，胜者将获得另一个中超名
额。

中甲联赛第一阶段比赛结束
产生全部6支冲超组队伍

新华社北京 10月 13 日电 中国
排球协会官网 13日发布通知称，新
赛季女子排超联赛将于11月 8日至
12月 19日在广东江门进行，赛事将
采用封闭、空场的赛会制形式进行。

据悉，新赛季联赛将有包括天
津、上海在内的 13支队伍参赛。赛
事共分三个阶段，其中第三阶段包括
循环赛、半决赛和决赛，以决定各队
最终名次。三、四名决赛和冠、亚军
决赛均采用三场两胜制。各俱乐部
外援不限人数，但只允许两名外援同
时上场比赛。

上个赛季，天津女排战胜上海，
第12次登上联赛冠军宝座。

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
将于11月在江门打响

新华社石家庄 10 月 12 日
电 第九届华乐论坛暨“新绎杯”
杰出民乐理论评论家遴选颁奖
12日在河北廊坊举行。本届论
坛首次聚焦民族音乐理论评选，
推动民族音乐理论建设；针对当
前民族音乐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展开深入研讨，并致力于民乐人
才挖掘与培养。

“传承不守旧，创新不离
根。我们珍惜当下，珍视传统与
现代并重。”著名琵琶演奏家、中
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吴玉霞
指出，华乐论坛不仅是一次遴选
活动，更是一项民乐事业的推动
与民乐文化的振兴工程，希望通
过华乐论坛共议民族音乐发展
大计，让更多民乐人和民族音乐
事业被关注、受尊重。

经过改革开放 40余年的创
作、演奏、教育和理论评论实践，
中国民族音乐获得空前繁荣与
发展。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常
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书伟说，历
经九年磨砺成长，华乐论坛已成
为民乐人的重要学术平台，推动
了民乐界的互学互鉴互融。

文艺领域要发展、要繁荣，
人才培养是关键。新绎控股党
委书记李红杰认为，民乐人才的
扶持与培养关系民乐事业未来，

华乐论坛聚焦人才传续，推动中
华民族艺术大师养成，对于中国
文化的全球传播与交流“善莫大
焉”。

中国民族音乐事业的发展
离不开理论评论。音乐理论家
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其思想性、
前瞻性、客观性对中国音乐的总
体发展意义重大。经专业评选，
陈泽民、袁静芳、刘再生、江明
惇、樊祖荫、李吉提、乔建中、伍
国栋、王次炤、项阳、张伯瑜获评

“新绎杯”杰出民族音乐理论家
和评论家。

获奖的11位理论评论家，以
各自视角分享了学术理念及成
果，彰显当今民乐人精神风采，
激励更多青年才俊投入民族音
乐理论评论领域。

90 岁的琵琶演奏家、教育
家、理论家陈泽民表示，随着传
统学科之间相互哺育、相互成就
关系的积极修复重建，当代中国
音乐整体生态系统得到更为平
衡的润养与共生，正在形成新的
发展动能与合力，期待新时代文
化大气象的真正生成。

由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主
办的华乐论坛暨“新绎杯”杰出
民乐名人名作系列展演活动，自
2012年开始举办，一年一届。

第九届华乐论坛共议
中华民乐发展大计

新华社太原 10 月
15 日电 2020 年全国空
手道锦标系列赛首站15
日在山西太原收官，中
国空手道队运动员尹笑
言、龚莉、李冉冉在个人
组手项目中夺冠，安徽、
北京分获男女团体组手
冠军。

中国空手道队“一
姐”尹笑言在女子 61 公
斤以下级决赛中兵不血

刃零封对手，以全胜佳
绩锁定本站冠军。赛后
她表示：“要以赛代练，
将训练成果展示出来，
逐步找回大赛的感觉。”
此次赛事是尹笑言自 2
月参加奥地利举办的世
界空手道联合会K1超级
联赛萨尔茨堡站后的首
次正式亮相。

另一位中国空手道
队 运 动 员 龚 莉 在 女 子

68 公斤以下级比赛中
也一分未失拿下桂冠。
她在决赛中用时不到 2
分 钟 就 以 9:0 战 胜 对
手。赛后她为自己的表
现打 90 分，并希望在下
一站比赛中将摔法展现
出来。

对于本站国家队的
整体表现，中国空手道
协会主席管健民打出了
70 分，并表示：“运动员

整体竞技表现还是有所
欠 缺 ，随 着 比 赛 的 深
入，相信会逐渐恢复到
更好的竞技状态。下一
步重点要在比赛中突出
特长的同时，增加有效
技术得分，将疫情期间
所练习的技术动作纯熟
地运用在比赛中，我们
的 目 标 在 东 京 奥 运
会。”

全国空手道锦标系列赛首站收官
尹笑言、龚莉全胜摘冠

印刷:盐阜大众报报业集团印务有限公司

新华社南京 10 月 11 日电
2020年戏曲百戏（昆山）盛典11
日晚在江苏省昆山市启幕，来自
全国的 116 个剧种、129 个剧目
（折子戏）将在昆曲之乡集中展
演。

2020 年是百戏盛典 3 年展
演的收官之年，这也标志着自
2018年启动的百戏盛典将于今
年全面落幕，至此全国现存348
个戏曲剧种与木偶剧、皮影戏2
种戏剧形态将首次实现“大团
圆”。

为展示和利用全国地方戏
曲剧种普查成果，展现全国348

个戏曲剧种的独特魅力，激发戏
曲剧种活力和戏曲院团潜力，文
化和旅游部艺术司、江苏省文化
和旅游厅于2018年至2020年在
昆山市共同举办3届百戏盛典，
在3年内将全国348个戏曲剧种
的经典剧目（折子戏）等集中展
演。

2020 年百戏盛典，在为期
42 天的盛会里，将有来自全国
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港澳
台地区的 116 个戏曲剧种齐聚
昆山，演出大戏22台、折子戏组
台20场，戏曲晚会1场。

2020年戏曲百戏（昆山）
盛典启幕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5 日电
为纪念曹禺诞辰110周年，北京
人民艺术剧院15日起在首都剧
场再次上演曹禺改编的话剧
《家》。该剧由李六乙导演，93岁
的蓝天野携剧院老中青演员共
同主演。

话剧《家》由曹禺根据巴金
同名小说改编，从小说到戏剧，
最重要的变化是内容重心的移
位，即由原来觉慧对封建大家庭
的反抗，转变为觉新、瑞珏和梅
芬三人的爱情悲剧。北京人艺
曾在 1984 年将其首次搬上舞
台，蓝天野导演；这一版首演于
2011年，李六乙导演，蓝天野饰

演冯老太爷。
李六乙说，曹禺先生在《家》

中完成了从小说到戏剧的质的
飞跃。“小说的文学性在阅读者
的想象中，戏剧的文学性是现场
发生的，这是曹禺先生独有的创
造，在近代的文学改编上很难超
越。”

时隔9年复排，93岁的蓝天
野等北京人艺四代演员同台。
李六乙认为，这既是文学、戏剧
的内容需要，也是中国戏剧和北
京人艺的需要。“文化的延续需
要人来实现，通过一代一代的创
造，完成这种文化的传承。”

北京人艺再演《家》
纪念曹禺诞辰110周年

10 月 14 日晚，由省体育总会、省
篮球运动协会主办，盐城市体育局承
办，我市体育局、茉织华体育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协办的“体彩杯”江苏省
第二届男子篮球超级联赛（盐城·东
台赛区）第二阶段四强比赛在市体育
馆激情开赛。我市茉织华篮球队主
场对战常州凯达重工。虽然最终我
市茉织华篮球队以 87：105 惜败常州
凯达重工，但是比赛场上，每一个运
动员的拼搏精神值得尊重。

通讯员 朱剑进 卢进飞 摄

为深化农业结构调整，全面提升
我镇现代化农业发展水平，经过人民
政府批准，现对我镇群观粮食种植土
地合作社蔬菜大棚对外公开招租：

一、项目地点及租用期限
项目地点坐落于南沈灶镇农业

园区西侧位，约114.8亩。土地及大
棚实施由兆丰居委会采取经营权流
转，转租给种植主体经营，土地租期
为6年。

二、项目使用要求
1.该项目的全部土地及大棚实

施只允许主营种植蔬菜生产经营
（其中青椒种植不得少于 40 亩以
上，如全部种植青椒，将按种植面积
适当奖励），不可以违反土地农业使
用用途。

2.凡中标的经营主体需是有大
棚蔬菜种植经营经验的自然人。

3.此公告发出后，有意报名者到
该项目现场勘查，招标牵头单位兆
丰居委会工作人员全程陪同，凡来
投标者视同认可此块面积及其相关
现状。

三、土地年租金
1.租金底价 1600/亩/年起（包

含服务费）。
2.耕地地力保护（农资补助）由

农户所得。
3.全镇农业结构调整在土地流

转上有优惠政策可以参照享受。
4.合同期满后相同价格下此中

标方享有优先续租权。若报价低于
其他竞标方价格，附属配套设施归
属问题需与下一轮中标方在七日内
协商一致，不得影响下一轮中标者
生产正常进行;协商不一致由原中
标方自行拆除或发包方组织拆除
（拆除费用从履约保证金和附属设
施自行拆除保证金扣除）,不得阻挠
下一轮中标方进场。

四、报名时间及地点
报名时间及地点：2020年10月

16 日 9 时－2020 年 10 月 20 日 17
时。报名地点：南沈灶镇兆丰居委
会，报名者须交纳300元报名费。

报名联系人：鲁瑞
联系电话：15851035396

南沈灶镇兆丰居委会
2020年10月16日

招 标 公 告

经研究，我公司拟将市望海东
路 57号(市委党校)南车库店面房、
华联路16号大门东侧西向东第2间
店面房，建筑面积分别约为 22、14
平方米，分别对外公开竞价招租。
有意承租者请于2020年10月16日
至 20 日 18：00 前来我公司洽谈竞
租事宜，报名费100元（不退），详情

见招租文件。
报名地点：东台市望海东路 65

号（苏中大厦西侧），联系人：杨先
生，联系电话：18921837189。

特此公告。

东台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6日

招 租 公 告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王冬梅遗失东台移动便利店押金收据
一份，发票编号：001743，声明遗失。

东台市沿海新林场现有部分土
地拟对外公开竞价发包。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1、发包期限：土地发包时间约
一年，具体时间从 2020 年 11 月 10
日起至2021年10月30日止。

2、发包方式：土地均采取现状
发包，土地发包分成若干标段，采取
竞价发包方式决定中标对象。

3、竞价人资格：凡能独立承担
经济和法律责任的法人单位及18周
岁以上的公民等（国家法律另有规
定的除外），均可参加本次投标竞
价。

4、承包户享受农业支持保护补
贴（耕地地力保护），具体享受补贴
的田块由新林场投标现场公布。

5、报名手续：报名时，投标人需
缴纳：1）报名费100元/人（不退）用
于购买招标文件；2）投标信誉保证
金：土地每标段50000元、拾边地每
标段 10000 元；3）报名者需携带身

份证或复印件。
6、报名费及投标信誉保证金交

至：东台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账户，开户行：东台农商行沿海经济
区 支 行 ， 账 号 ：
3209192701201000032152。

7、报名投标地点：东台市沿海
新林场活动室。

8、报名时间：自 2020 年 10 月
19日至2020年 10月 26日下午3时
止。

9、竞标投标时间：2020年 10月
26 日下午 3:00（具体事宜详见标
书）。

联系人：丁正华
电话：0515-85870095 18012512666
联系人：丁素梅
电话：0515-85870097 13655114606

东台市沿海新林场
2020年10月17日

大田及拾边土地发包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