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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
星期二

江苏电视台
●卫视频道

11:15 新相亲大会

13:00 非诚勿扰

19:30 号手就位

（27-28）

21:10 最强大脑

22:00 新相亲大会

●城市频道
12:10 荔枝游天下

17:35 新城市资讯

17:55 明理说法

18:10 食色生香

18:30 零距离2021

19:40 约见名医

19:52 亲爱的设计

师(3-4)

22:10 百炼成钢

22:19 人间真情

23:14 家屋室的主

人

●综艺频道
12:00 笑声传奇

18:00 震撼一条龙

19:00 综艺派

19:10 和平饭店（31）

20:00 缘来有爱

21:00 味道

21:50 等着我

●影视频道
8:45爱国者

（17-26）

18:12人间真情

19:00荔枝小剧场

19:10 剧说那些事

儿

20:10 我在北京等

你（6-7）

21:30 战长沙

（49-51）

00:10 小镇警事之

明天我休息（2-6）

●体育休闲频道
12:00 江苏体育

17:40 荔枝健身

19:10 真相百分百

19:40 舞动江苏特

别节目

20:15 巅峰赛事

22:00 天天体彩

22:05 民星斗地主

23:35 超级战队

●优漫卡通卫视
12:10 新大头儿子

小头爸爸

17:00 百变校巴超

学先锋

17:50 来玩吧

18:15 魔幻陀螺

18:30 特工浣影

19:05 爆速合体

19:35 超变战陀

20:05 心奇爆龙

20:35 优漫星未来

21:00 小马菲莉缤

纷仙境

22:20 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

南京电视台
●新闻综合频道
10:20 版纳风云

（11-12）

17:45 直播南京

18:30 南京新闻

19:38 铁家伙

（26-27）

21:30 南京纵横晚

间版

22:35 南京第一房

产+南京第一家装

23:05 消费向导

●教科频道
12：05 宏琪说交通

17：27 记住乡愁

18：00 法治现场

18：45 有请当事人

19：28 南京教育头

条

20：00 相亲相爱

20：25 老中医

（4-5）

22：05 健康大讲堂

22：36 消费向导

23：55 南京第一房

产+南京第一家装

●娱乐频道
09:40 陇原英雄传

（21-23）

19:00 初心永恒

19:10 智汇园区

19:30 HR直播间

19:55 诗行天下

21:10 遇见未来说

21:25 艺事荟

21:40 消费向导

22:40 远方的山楂

树（6-7）

●少儿频道
17：28 动漫乐乐园

18：02 卡通大世界

18：33 其实很Q

18：48 一米天空

19：30 奇趣大自然

20：00 天天快乐岛

20：40 宝贝总动员

21：00 动画不夜城

22：20 国 宝 在 金

陵+南京

●影视频道
6：30 兄弟厨子兵

（11-15）

17：17 第一房产

17：33 第一家装

17：55 计中计

（13-14）

19：33 遇见幸福

（10-12）

22：12 猎手（36-37）

23：45 消费向导

中央电视台
●综合频道

12:00 新闻30分

12:35 今日说法

19:38 焦点访谈

20:06 绝密使命

(14-15)

22:00 晚间新闻

22:38 记住乡愁

●财经频道
12:00 天下财经

17:39 味道中原

18:30 回家吃饭

19:30 消费主张

21:30 央视财经评

论

22:00 老广的味道

22:46 职场健康课

●综艺频道
11:55 越战越勇

13:25 2021 新 春

相声大会

14:21 第八批中国

梦主题新创作歌曲

14:31 综艺喜乐汇

15:04 向幸福出发

16:30 艺览天下

17:30 中国文艺报道

18:07 天天把歌唱

21:00 回声嘹亮

22:01 2021 新 春

相声大会

●国际频道
11:30 海峡两岸

13:33 战将(20-24)

17:15 远方的家

18:00 中国新闻

18:30 中国文艺

19:30 今日亚洲

20:00 国家记忆

20:30 海峡两岸

21:30 今日关注

22:00 美食中国

23:03 寻路

(20-22)

●体育频道
8:30 2020/2021

赛季欧洲冠军联赛

半决赛第1回合(皇

家马德里—切尔西)

10:00 2020/2021

赛季世界斯诺克锦

标赛1/4决赛

12:35 2020/2021

赛季中国男子篮球

职业联赛总决赛

14:30 2021 年 亚

洲举重锦标赛男子

109公斤级决赛

15:20 东京奥运会

蹦床项目选拔赛网

上个人决赛

16:20 2021 年 世

界自由式滑雪锦标

赛谷爱凌双金精彩

16:35 2021 年 世

界职业拳王争霸赛

精选

17:55 2021 年 中

国平安足球协会超

级联赛第2轮

21:35 2020/2021

赛季世界斯诺克锦

标赛1/4决赛

●电影频道
8:21 亲家过年

10:07 平津战役

14:13 猎神：冬日

之战

16:14 江湖英雄联

盟之暴走士兵

18:29 小小爸爸

20:15 抢花炮

22:17 向极速出发

00:47 麻辣白玉堂

之血黄金

●国防军事频道
12:00 正午国防军

事

14:36 劫中劫

(13-15)

17:02 世界战史

17:29 军事纪录

18:02 兵器面面观

18:29 国防故事

19:33 军事报道

20:03 国防微视频

20:10 防务新观察

21:20 军迷行天下

21:56 出关(17-18)

●电视剧频道
7:50 擒狼(22-26)

12:41小娘惹

(26-29)

16:34 妈妈在等你

(15-17)

19:30 小舍得

(33-34)

21:28 武当一剑

(31-32)

23:05 和妈妈一起

谈恋爱(19-25)

●科教频道
12:00 百家讲坛

17:27 地理·中国

18:05 创新进行时

18:30 美术经典中

的党史

18:45 健康之路

19:33 跟着书本去

旅行

19:55 人物故事

20:23 自然传奇

21:23 探索·发现

22:13 科学动物园

23:21 中国影像方

志

●戏曲频道
8:34 名家书场

9:18《王老虎抢亲》

11:19《刘三姐》

12:08 大宅门

(34-35)

13:45《宝莲灯》

15:42 梨园闯关我

挂帅

17:03 诚忠堂

(9-10)

19:30 京剧《王熙

凤大闹宁国府》

22:05 亮剑(11-13)

●新闻频道
12:00 新闻30分

19:00 新闻联播

19:39 焦点访谈

20:00 东方时空

21:30 新闻1+1

22:00 国际时讯

22:30 环球视线

23:00 24小时

●少儿频道
8:02 动画大放映

17:00 智慧树

17:30 大风车

21:00 音乐快递

21:45 新闻袋袋裤

22:00 大国工匠

22:02 破局1950

(24-26)

东方卫视
19:30 小舍得

（33-34）

21:10 东方看大剧

浙江卫视
19:30 号手就位

21:30 今日评说

安徽卫视
19:33 日头日头照

着我

21:30 健康大问诊

湖南卫视
19:35向上吧少年

（39）

20:00八零九零

（13-14）

山东卫视
19:30 大江大河

（二）

22:00 长歌行

广东卫视
19:35 猎狐

(31-32)

21:10 健康有道

4月28日
星期三

江苏电视台
●卫视频道

11:15 新相亲大会

13:00 非诚勿扰

19:30 号手就位

（25-26）

21:10 一站到底

22:00 蒙面唱将猜

猜猜

●城市频道
12:20 人间真情

17:35 新城市资讯

17:55 明理说法

18:10 食色生香

18:30 零距离2021

19:40 约见名医

19:52 亲爱的设计

师(1-2)

21:40 江苏最美人

物

22:10 百炼成钢

23:14 家屋室的主人

●综艺频道
12:00 笑声传奇

18:00 震撼一条龙

19:00 综艺派

19:10 和平饭店

（30）

20:00 缘来有爱

21:00 味道

21:50 等着我

●影视频道
8:45 爱国者（7-16）

18:12 人间真情

19:00 荔枝小剧场

19:10 剧说那些事

儿

20:10 我在北京等

你（4-5）

21:30 战长沙

（46-48）

00:10一碗沧桑

（31-34）

●体育休闲频道
12:00 江苏体育

17:40 荔枝健身

17:50 耍大牌

19:10 真相百分百

19:35 赛事直播:

CBA总决赛

22:00 天天体彩

22:05 民星斗地主

23:35 超级战队

●优漫卡通卫视
12:10 新大头儿子

小头爸爸

17:00 百变校巴超

学先锋

17:50 来玩吧

18:15 魔幻陀螺

18:30 特工浣影

19:05 爆速合体

19:35 超变战陀

20:35 优漫星未来

21:00 小马菲莉缤

纷仙境

22:20 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

南京电视台
●新闻综合频道
10:20 版纳风云

（9-10）

17:45 直播南京

18:30 南京新闻

19:38 铁家伙

（24-25）

21:30 南京纵横晚

间版

22:22 人社在线

22:35 南京第一房

产+南京第一家装

23:05 消费向导

●教科频道
12：05 宏琪说交通

17：27 记住乡愁

18：00 法治现场

18：45 有请当事人

19：28 南京教育头条

20：00 相亲相爱

20：25 老中医（2-3）

22：05 健康大讲堂

23：25 消费向导

23：55 南京第一房

产+南京第一家装

●娱乐频道
09:40 陇原英雄传

（18-20）

19:00 初心永恒

19:10 智汇园区

19:30 HR直播间

19:55 诗行天下

20:50 大学校园宣

传片

21:10 遇见未来说

21:25 跟着大脚走

21:40 消费向导

22:40 远方的山楂

树（4-5）

●少儿频道
17：28 动漫乐乐园

18：02 卡通大世界

18：33 其实很Q

18：48 开心宝贝

19：30 奇趣大自然

20：00 天天快乐岛

20：40 宝贝总动员

21：00 动画不夜城

22：20 国 宝 在 金

陵+南京

●影视频道
6：30 兄弟厨子兵

（6-10）

17：17 第一房产

17：33 第一家装

17：55 计中计

（11-12）

19：33 遇见幸福

（7-9）

22：12 猎手（34-35）

23：45 消费向导

中央电视台
●综合频道

12:00 新闻30分

19:38 焦点访谈

20:06 绝密使命

（12-13）

22:00 晚间新闻

22:36 美术经典中

的党史

22:51 故事里的中

国

●财经频道
12:00 天下财经

17:39 味道中原

18:30 回家吃饭

19:00 生财有道

19:30 消费主张

20:00 经济半小时

21:30 央视财经评

论

22:00 老广的味道

●综艺频道
11:59 喜上加喜

17:30 中国文艺报

道

18:07 天天把歌唱

18:39 综艺喜乐汇

19:30 向幸福出发

21:00 艺览天下

22:01 2021新春相

声大会

22:58 第八批中国

梦主题新创作歌曲

●国际频道
12:00 中国新闻

13:33 战将（15-19）

17:15 远方的家

18:30 中国文艺

19:30 今日亚洲

20:00 国家记忆

20:30 海峡两岸

21:30 今日关注

22:00 美食中国

23:03 寻路（17-19）

●体育频道
8:30 2021 年中国

冰壶精英赛中国公

开赛女子决赛

10:00 2020/2021

赛季世界斯诺克锦

标赛第2轮

12:35 2020/2021

赛季中国男子篮球

职业联赛半决赛

14:05 2020/2021

赛季意甲联赛第33轮

（国际米兰—维罗纳）

15:30 2021年中国

平安足球协会超级

联赛第2轮

18:35 欧冠开场哨

19:05 2020/2021

赛季中国男子篮球

职业联赛总决赛

22:35 2020/2021

赛季世界斯诺克锦

标赛1/4决赛

●电影频道
8:17 少年棋王

10:03 淮海战役

14:11 布鲁克林

16:10 江湖英雄联

盟之奇门惊情

18:24 草原上的搏

克手

20:15 八子

22:34 碧血剑

00:52 麻辣白玉堂

之致命棋局

●国防军事频道
12:32 防务新观察

17:02 世界战史

17:29 军事纪录

18:03 兵器面面观

18:29 国防故事

19:33 军事报道

20:10 防务新观察

20:46 军事纪实

21:20 军事科技

21:56 出关（15-16）

●电视剧频道
7:50 擒狼（17-21）

12:41 小娘惹

（22-25）

16:34 妈妈在等你

（12-14）

19:30 小舍得

（31-32）

21:28 武当一剑

（29-30）

23:05 和妈妈一起

谈恋爱（12-18）

●科教频道
12:00 百家讲坛

17:01 人物故事

17:27 地理·中国

18:05 创新进行时

18:30 美术经典中

的党史

18:45 健康之路

19:33 跟着书本去

旅行

20:23 自然传奇

21:23 探索·发现

22:13 解码科技史

23:21 中国影像方

志

●戏曲频道
8:34 名家书场

9:18 京 剧《取 洛

阳》

11:03 大宅门（32-

33）

12:40 越剧《梁山

伯与祝英台》

13:57《红楼梦》

16:26 戏曲青年说

17:13 诚忠堂（7-8）

19:30《宝莲灯》

21:29 亮剑（8-10）

●新闻频道
12:00 新闻30分

18:00 共同关注

19:00 新闻联播

19:39 焦点访谈

20:00 东方时空

21:30 新闻1+1

22:00 国际时讯

22:30 环球视线

23:00 24小时

●少儿频道
8:02 动画大放映

11:20 动漫世界

13:35 风车剧场

17:00 智慧树

17:30 大风车

21:00 智力快车

22:00 大国工匠

22:02 破局1950

（21-23）

东方卫视
19:30 小舍得

（31-32）

21:10 东方看大剧

浙江卫视
19:30 号手就位

21:30 今日评说

安徽卫视
19:33 日头日头照

着我

21:30 健康大问诊

湖南卫视
19:35向上吧少年

（38）

20:00八零九零

（11-12）

山东卫视
19:30 大江大河

（二）

22:00 长歌行

广东卫视
19:35 猎狐(29-30)

21:10 全球零距零

分类广告价格:
正文：3元/字；1.5元/数字、字母；
标点符号免费；加框：30元/次；照
片：70元/张/次（1.6CM*2CM）；段
首大字：5元/字。

○开户许可证○身份证遗失○代码证遗失
○就业证遗失○学生证遗失○营业执照
○税票税务证○企业公告○寻人寻物○其它

58683888
QQ:2681273318

新街口管家桥63号院内一楼

便民服务受理点：
户部街33号天之都大厦2922室
电话：84463289
新街口华侨路华夏大厦1008室
电话：15951803813
中山门大街699号马群花园城
电话：13813874450
六合区电话：13770889941
高淳区电话：18851706055
江宁区电话：18913398444
溧水区电话：17715255635

扫码自助登报

公告信息

※ 公 告 ※

※ 遗 失 ※
遗 失 唐 程 身 份 证 ，证 号
320621199109266129，声
明作废。
韩浩宇不慎遗失三方协议
书，证号：202178001010，
声明作废
遗失查崇亮身份证，证号：
341023198110286012，声
明作废。
父：刘伟，母：袁玲美，孩子
刘袁辰,遗失出生证明，性
别男，2018年5月8日出生，
出生证号 R320921601，声
明作废。
遗失张禹华身份证，证号：
320684198707048739，声
明作废。
南京创美门窗销售有限公
司公章遗失，寻回后不再使
用，声明作废。
兹有南京润泽玻璃有限公
司车辆苏AG1209,道路运
输证宁13370887因遗失声
明作废。

公告 现对江苏好卖得商贸
有限公司开发（承建）的江
苏好卖得购物广场中央城
市广场店装饰装修项目进
行无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
工资及在盱眙无其他在建
工程情况公示，如有拖欠及
其他在建工程问题请拔打投
拆电话：0517-88267997，
若未收到欠薪投诉，公示期
满后向申请单位全额退还农
民工工资保证金。
注销公告 南京金铭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于2021年04月
23日决定解散公司,并于同
日成立了公司清算组。请
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邵 晴 联 系 电 话 ：
13951614591 地址：南京
市六合区马集镇人民路
54-65号 南京金铭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1
年 04月23日
南京易中达软件开发有限
公司减资公告 根据 2021
年 04 月 23 日股东会决议南
京易中达软件开发有限公
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100万元
减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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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或提供担保。南京易中达
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2021 年
04月 23日
减资公告：根据 2021 年 4 月
20日股东会决议，南京明印
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拟将注
册资本从100万元减至85万
元，现予以公告债权人可自
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要求本
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