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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项目经批准实施，所需资金已落实，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
招标。详细内容见南通市通州区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jy.nantong.gov.cn/）。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招标文件规定，下列项目招标工作已经结束，中标人已确定，现将中
标结果公告如下：详细内容见南通市通州区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jy.nantong.gov.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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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英国西约克郡的一场
婚宴上，新婚夫妇乔·蒂尔斯顿和凯
莉·蒂尔斯顿用原本要扔掉的食物
和食材，重新烹饪后招待来参加婚
礼的280位宾客，坚持环保理念又能
省钱一举两得。据悉，这场婚宴人
均消费只需5英镑(约合人民币42.5
元)。

颇具环保意识的蒂尔斯顿夫妇
决定在婚礼期间尽可能地回收利
用，避免浪费。于是，他们向“真正
的垃圾食品项目”预定了这场特别
的婚宴，该项目还经营着一家出售
废弃食物的咖啡馆。

据报道，当天的婚宴上有海
鲷、鲈鱼、牛肉、排骨和鸡肉，甚

至还提供素食和无麸质食品。这些
原本要被丢弃食物和食材经过重新
烹饪，变成各种小吃和具有节日风
格的自助餐，并且婚宴上的餐盘也
是用回收纸板做的。婚宴结束之
后，这对夫妇才告诉客人食物的

“秘密 ”，客人们感到震惊和难以
置信，不过几秒钟后他们就恢复了

平静。
34岁的凯莉在接受采访时说

道：“为了避免把剩菜剩饭扔掉，我
们总是会用创造性的方式烹饪这些
食物。婚礼上要招待这么多客人，
这么做恰好与我们的环保观念结合
了起来。”

（来源：环球网）

英一对新婚夫妇用“垃圾食物”招待宾客
环保又省钱

据外媒报道，34岁的皮埃尔
里克·西博尔德是法属波利尼西亚
的一名护鲨潜水员，被称为“鲨语
者”，他的主要工作是带领游客体
验在特定地区喂食鲨鱼，并呼吁大
众保护鲨鱼。

据悉，皮埃尔里克经常在土阿
莫土岛海下喂食鲨鱼，这个地方是
观察虎鲨的最好地方之一，但只有
经验丰富的潜水员才敢来这，因为
有时会遇到超过 10只虎鲨争抢食
物。然而这一切皮埃尔里克都能从
容应对，一段令人惊叹的视频显

示，一只鲨鱼的嘴巴张得很大朝他
游过来，皮埃尔里克用手轻轻抚摸
鲨鱼，控制住它并引导它转向。他
说：“它们不是真的想攻击我，只
是想展示它们的控制权。”

皮埃尔里克还致力于提高大众
对鲨鱼的保护意识，他带领游客潜
入水中观察鲨鱼，向游客展示和鲨
鱼一起游泳的独特体验，以消除大
众对鲨鱼的恐惧，改变看法，并了
解鲨鱼对海洋的重要性。

（来源：环球网）

轻轻一碰可控制鲨鱼

据外媒报道，波兰一个约有
300名居民的村庄奥德赞斯基，
近十年来只有女孩出生，没有男
孩出生，上一次有男孩出生还是
在2010年。

为了提高村庄的男性人口，
当地县长雷蒙·弗里希科承诺若
有男孩出生，他将给予新生儿和
父母一个非常特别的礼物——以
他的名字命名一条街道或是一棵
橡树。

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这个
只有 92户人家的小村庄里诞生
了12名女孩，该村的少年消防队
完全由一群女孩子组成。雷蒙表

示，医生和科学家建议居民保证
高钙饮食，这样有助于生出男孩。

该村消防队负责人托马兹·
格拉斯是一名男性，他表示，只有
女孩子出生的情况已经持续很长
一段时间了。他和当地一名女性
结婚，并且育有两个女儿，他表示
他也想生儿子，但是无论是他还
是他的邻居们，在这几年来都没
生过男孩。

据统计，波兰出生的男孩比
女孩多，2017 年出生的男孩为
20.7万，而女孩为19.6万。

（来源：环球网）

波兰一小村庄出现“性别危机”
近十年没有男孩出生

7月31日，广汽传祺GM6国六版车型正式上市，该
款新车定位于一款全能家用MPV，算是目前市场中比
较正统的MPV车型，且舒适度也是其一大优势。售价
区间为10.98～15.98万元。全系满足国六排放标准，并
换装了自主研发的 7速双离合变速箱。这次加量不加
价的升级，将再次提高该车性价比，或能给传祺GM6带
来一大波人气！

外观方面：新车外观年轻时尚，前脸采用了光影雕
塑的设计理念。最为抢眼的凌云翼前格栅用多条横向

镀铬条点缀，拉伸了整车的横向视觉效果，显得更加年
轻化。两侧前大灯内部采用LED光源，造型新颖独特
且飘逸犀利，与车身线条有着很好的融合。光导式
LED日间行车灯点亮后，看起来科技感爆炸，夜间点亮
后辨识度极高，让人印象深刻。

车身方面：新车侧面采用了时下流行的悬浮车顶，
提升设计感和时尚感，配合整体流畅线条更彰显出年
轻化效果。车身尺寸长宽高分别为4780mm*1860mm*
1730mm（带鲨鱼鳍天线为 1765mm），轴距为 2810mm，
提供6/7座车型可选，采用了2+3+2的7座布局，以及2+
2+2的 6座布局。D柱采用熏黑处理，营造出极为明显
的视觉效果，降低了后部方正造型所带来的板正感。

车尾方面：后部的空间部分，7座全放开情况下，储
物空间为 324升，折叠第三排座椅后，最大可扩展到
1100升。另外，能够完全收起的第三排座椅提供了近
乎完美的使用效率。新车轮胎采用米其林 PRIMA⁃
CY4，规格215/55/R17，加强了新车的性能感，是其另一
大亮点。

配置方面：大多向实用性看齐，生活中常用到的功
能十分齐全。新车标配自动大灯、LED尾灯、感应雨
刷、无线充电、智能语音交互系统、360度全景影像、多

功能方向盘、胎压监测系统以及四门车窗一键升降等
功能，ESP、电子手刹、外后视镜电动调节都是全系标
配。高配车型还搭载矩阵式LED大灯、全景天窗、电动
调节座椅、360°环影和 8扬声器等配置。另外，新车还
将搭载祺云AI智能系统，包括导航、蓝牙、语音控制、远
程控制。

动力方面：搭载的是1.5T涡轮增压发动机，其最大
功率为 168马力（124kW），峰值扭矩 265牛·米，满足国
六排放标准。传动匹配 6速手动变速箱或广汽自主研
发的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据了解，该变速箱是首次
搭载于广汽传祺旗下车型。油耗方面，手动挡和自动
挡车型分别为 7.1L/100km和 7.5L/100km。悬架方面，
采用前麦弗逊独立悬架+后扭力梁式悬架。

政策导向：

26000元新车“贷”回家
置换至高享受5000元
24期0利率

1.项目名称：南通市通州区残疾人
联合会“残疾人之家”康复器材采购公开
招标项目（第二次），预算金额：约 40万
元。

2.项目名称：南通市通州区川姜镇

姜灶花苑二期给水工程，预算金额：约
184万元。

3.项目名称：通州区兴仁镇 2019年
水美乡村建设项目，预算金额：约405.59
万元。

1.项目名称：南通市通州区兴仁镇孙家桥村
公共服务中心装饰工程施工，中标单位：南通通
润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中标价：821750.45
元。

2.项目名称：南通市通州区十总镇志新等 8
个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施工，中标单位：南通

聪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标价：6396790.57元。
3.项目名称：通州区张芝山镇张江路主污水

管（张芝山竖河综合整治）工程勘察设计项目，中
标单位：江苏中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标价：
520000元。

本周，体彩顶呱刮将有三款全新票种在
江苏体彩网点上市。其中，新票“炫酷9”最高
奖金达 100万元，更同步推出“单票中 400就
送400元红包”活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身
边的体彩网点尝鲜。

“炫酷9”带来炫酷活动

“炫酷 9”是一款极具个性的数字主题即
开票，票面采用荧光墨印制，具有极强的产品
感染力和视觉冲击力，从票面设计到奖级设
置，都以“9”为主题，并与 2019年相呼应。该
票单张面值 20元，有 21次中奖机会，最高奖
金达100万元。游戏规则为：幸运游戏：刮开
幸运游戏覆盖膜，如果出现“顶呱刮”标志，即
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的金额。主游戏：刮开
覆盖膜，如果你的号码中任意一个号码与中
奖号码之一相同，即中得该号码下方所示的

金额；如果出现“9”标志，即中得该标志下方
所示的金额；如果出现“99”标志，即中得该标
志下方所示金额的两倍；如果出现“999”标
志，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金额的 3倍。中
奖奖金兼中兼得。

“炫酷9”上市的同时，江苏体彩推出了回
馈购彩者的活动：自上市之日起至 2019年 9
月1日，购彩者购买“炫酷9”，单票中400元送
400元红包一个。活动中奖者须在销售网点
领取 400元红包，中奖票全省通兑。促销活
动中奖彩票须通过网点BCR或 IVT进行促销
兑奖扫描验证，验证截止时间为2019年9月1
日24∶00，逾期视为自动放弃。外省票不参加
此次活动。

两款运动主题票同步上市

此次，和“炫酷 9”同步上市的，还有运动

主题票“全民运动”和“动出真我”。其中，“全
民运动”一套五张，单票面值10元，共有12次
中奖机会，头奖25万元。五款票面分别以健
身、跑步、骑行、羽毛球和足球为主题，都是深
受大众喜爱、普及率高的运动，通过卡通形象
的展示，传达阳光、活泼、正能量的信息。“全
民运动”游戏规则为：刮开覆盖膜，如果你的
号码中任意一个号码与中奖号码之一相同，
即中得该号码下方所示的金额；如果出现“顶
呱刮”标志，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金额的两
倍。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动出真我”一套两张，票面以“全民健
身”为主题，通过票面主形象中年男性的健身

运动和年轻女性的瑜伽运动展现体育锻炼的
健与美。“动出真我”单票面值 5元，共有 8次
中奖机会，头奖 10万元。游戏规则为：刮开
覆盖膜，如果出现“健康”标志，即中得该标志
下方所示的金额；如果出现“顶呱刮”标志即
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金额的两倍。中奖奖金
兼中兼得。

体彩顶呱刮自上市以来，就承担着公益
责任，购彩者每购买一张面值 10元的顶呱
刮，将有2元进入体彩公益金，广泛用于体育
事业和包括社会保障基金、医疗救助、扶贫、
教育助学等多项社会公益事业。

（苏 缇）

体彩顶呱刮百万新票“炫酷9”上市 单票中400就送400元红包

法国一潜水员
被称“鲨语者”

近日，一段视频显示，来自瑞
典松兹瓦尔的伊芙琳·埃德布拉
德让三只牧羊犬像雕像一样一动
不动，而听到口哨指令后立刻奔
跑，自由活动。伊芙琳将视频上
传到YouTube，视频中，三只牧羊
犬行为端正，站在林间小路上盯
着摄像机，尾巴悬在空中，竖着耳
朵，像是雕塑一般。

伊芙琳说：“这段视频是在我
和狗狗午休散步时拍摄的。它们

接受过指令训练。这种行为还和
牧羊犬的本能有关，这三只牧羊
犬属于卡尔比犬，曾被培育成放
牧动物，在控制绵羊的同时会像
被施了魔法一样地定住。”

视频显示，伊芙琳还绕着三
只狗走来走去，它们仍然一动不
动，随后，它们听到了口哨声，立
刻向着树林飞奔而去。

（来源：环球网）

瑞典一主人训练牧羊犬听指令
静如雕塑动如脱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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