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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
星期六

江苏电视台
●卫视频道

11:15 非诚勿扰

16:00 昆仑决

19:30 号手就位

（33-34）

21:10 新相亲大会

●城市频道
12:10 江苏直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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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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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 综艺派

19:10 和平饭店（35）

20:00 缘来有爱

21:00 为爱转身

22:10 等着我

●影视频道
8:45 爱国者（5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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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

21:30 维和步兵营

（10-12）

00:10 小镇警事之

明天我休息（22-26）

●体育休闲频道
12:00 江苏体育

17:40 生活圈

17:50 耍大牌

19:10 真相百分百

19:30 荔枝健身

19:45 巅峰赛事

22:00 天天体彩

22:05 民星斗地主

23:00 西甲联赛

●优漫卡通卫视
12:10 新大头儿子

小头爸爸

17:00 加油饭米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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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游记

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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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

17:45 直播南京

18:30 南京新闻

19:38 铁家伙

（34-35）

21:30 城市面孔

21:45 改革进行时

23:05 南京第一房

产+南京第一家装

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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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0 金色年代

19：15 石城119

19：23 南京教育头条

19：55 初心永恒

20：03 相亲相爱

20：25 老中医

（12-13）

22：05 健康大讲堂

23：25 消费向导

●娱乐频道
09:40 陇原英雄传

（33-35）

19:00 初心永恒

19:10 智汇园区

19:30 HR 直播间

周末版

20:00 诗行天下

20:50 大学校园宣

传片

21:10 遇见未来说

21:25 艺事荟

21:40 消费向导

22:45 远方的山楂

树（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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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年新时光

19：30 新魅力校园

20：40 包剪锤

21：00 动画不夜城

22：20 国 宝 在 金

陵+南京

●影视频道
6：30 桃花依旧笑

春风（1-5）

17：17 第一房产

17：33 第一家装

17：55 计中计

（21-22）

19：33 遇见幸福

（22-24）

22：12 苦菜花

（4-5）

23：45 消费向导

00：15 第一房产+

第一家装

中央电视台
●综合频道

12:00 新闻30分

17:05 中国诗词大

会

19:00 新闻联播

19:38 焦点访谈

22:00 晚间新闻

22:38 等着我

23:40 国际艺苑

●财经频道
12:00 天下财经

17:36 味道中原

18:30 一槌定音

19:30 职场健康课

20:30 经济信息联

播

21:30 中国经济大

讲堂

23:26 职场健康课

●综艺频道
12:05 星光大道

14:47 开门大吉

16:13 综艺喜乐汇

17:41 喜上加喜

19:10 动物传奇

21:00 送你一朵大

红花

23:35 黄金100秒

●国际频道
12:00 中国新闻

13:32 健康中国

14:04 井冈山

（10-14）

17:45 平凡匠心

18:00 环球综艺秀

19:30 中国舆论场

20:30 海峡两岸

21:30 今日关注

22:00 中国缘

23:03 寻路

（32-34）

●体育频道
8:00 2021 年跳水

世界杯女子双人三

米板决赛

8:55 2021 年世界

女子冰壶锦标赛循

环赛

12:35 2021 年 世

界职业拳王争霸赛

14:00 2021 年 全

国羽毛球冠军赛单

项决赛

19:35 2021 年 中

国平安足球协会超

级联赛第3轮

22:05 2021 年 东

京排球挑战赛

23:00 2021 年 世

界女子冰壶锦标赛

循环赛

●电影频道
8:30 明月守护者

10:15 我和我的祖

国

12:58 头号玩家

15:49 疯狂的外星

人

17:51 中国电影报

道

18:21 叶问

20:15 超时空同居

22:06 地心历险记

23:57 重返狼群

●国防军事频道
12:00 正午国防军

事

14:19 劫中劫

（25-27）

16:45 老兵你好

17:54 讲武堂

19:33 军事报道

20:03 国防微视频

20:09 军事制高点

20:45 军营的味道

21:16 谁是终极英

雄

22:25 出关

（25-26）

●电视剧频道
7:50 武当一剑

（9-13）

12:41小娘惹

（42-45）

16:34 妈妈在等你

（27-29）

19:30 小舍得

（40-41）

21:28 剧说很好看

22:17 巡回检察组

（1-2）

●科教频道
11:46 百家讲坛

17:01 创新进行时

17:27 地理·中国

18:05 健康之路

18:54 2021 有 味

道

19:53 自然传奇

20:54 探索·发现

21:42 中国诗词大

会

23:25 大千世界

●戏曲频道
8:45 名家书场

9:29 黄梅戏《牛郎

织女》

11:17 传奇大掌柜

（2-3）

12:50 黄梅戏《天

仙配》

15:14 豫剧《花木

兰》

17:13 诚忠堂

（17-18）

19:30 宝贝亮相吧

20:34 角儿来了

21:39 上线吧！华

彩少年

23:25 亮剑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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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面

22:15 世界周刊

23:00 24小时

●少儿频道
7:00 英雄出少年

8:00 动画大放映

10:05 动漫世界

13:05 赢在博物馆

18:30 风车剧场

22:00 大国工匠

22:02 破局1950

（36-38）

东方卫视
19:30 小舍得

（39-40）

21:00 极限挑战

浙江卫视
19:30 号手就位

21:10 世纪航程

安徽卫视
10:00 新乌龙山剿

匪记

13:30 武松

湖南卫视
19:35八零九零

（19-20）

22:00天天向上

山东卫视
19:30 大江大河

（二）

22:45 琅琊榜

广东卫视
18:05 南粤警视

19:35 猎狐

(39-40)

5月2日
星期日

江苏电视台
●卫视频道

11:15 非诚勿扰
13:00 新相亲大会
19:30 号手就位
（32）
20:30 非诚勿扰
22:20 我是女演员

●城市频道
12:10 走进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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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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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 综艺派
19:10 和平饭店
（34）
20:00 缘来有爱
21:00 为爱转身
22:10 等着我

●影视频道
8:45 爱国者
（4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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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21:30 维和步兵营
（7-9）
00:10 小镇警事之
明天我休息（17-21）

●体育休闲频道
12:00 江苏体育
17:40 生活圈
17:50 耍大牌
19:10 真相百分百
19:35 CBA总决赛
22:00 天天体彩
22:05 民星斗地主
23:00 西甲联赛

●优漫卡通卫视
12:10 新大头儿子
小头爸爸
17:00 加油饭米粒
17:50 来玩吧
18:15 魔幻陀螺
18:30 特工浣影
19:05 心奇爆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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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8）
17:45 直播南京
18:30 南京新闻
19:38 铁家伙
（32-33）
21:30 城市面孔
22:22 都市农业

22:32 初心永恒
22:45 南京第一房
产+南京第一家装
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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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直播室
19：28 南京教育头条
20：00 警事大路说
20：15 相亲相爱
20：40 老中医
（10-11）
22：20 健康大讲堂
23：40 消费向导
00：10 南京第一房
产+南京第一家装

●娱乐频道
09:40 陇原英雄传
（30-32）
19:00 初心永恒
19:10 智汇园区
19:30 HR 直播间
周末版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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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5 远方的山楂
树（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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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魅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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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0）
17：17 第一房产
17：33 第一家装
17：55 计中计
（19-20）
19：33 遇见幸福
（20-21）
22：12 苦菜花
（2-3）
23：45 消费向导
00：15 第一房产+
第一家装

中央电视台
●综合频道

12:00 新闻30分
17:05 专题节目
17:30 星光大道
19:00 新闻联播
19:38 焦点访谈
20:06 中国梦·劳
动美
22:00 晚间新闻
22:38 开讲啦

●财经频道
12:00 天下财经
17:36 味道中原
18:30 是真的吗
19:30 周末特供
19:39 大国重器
20:30 经济信息联
播
21:30 对话
22:20 回家吃饭

●综艺频道
11:16 金牌喜剧班
17:06 喜上加喜
18:34 黄金100秒
19:34 动物传奇
20:06 中国梦·劳
动美
21:41 送你一朵大
红花
22:53 综艺喜乐汇

●国际频道
12:00 中国新闻
14:06 井冈山
（5-9）
17:45 平凡匠心
18:00 致敬经典
19:00 中国新闻
19:30 今日亚洲
20:30 海峡两岸
21:30 今日关注
22:00 健康中国
23:03 寻路（29-31）

●体育频道
8:00 东京奥运会
蹦床项目选拔赛网
上个人决赛
8:55 2021 年世界
女子冰壶锦标赛循
环赛
12:35 2020/2021
赛季欧冠半决赛首
回合集锦
13:10 2021年东京
排球挑战赛
15:15 2021年跳水
世界杯女子双人 3
米板决赛
16:10 2020/2021
赛季世界斯诺克锦

标赛半决赛
17:00 2021 年 跳
水世界杯男子双人
10米台决赛
19:05 2020/2021
赛季中国男子篮球
职业联赛总决赛
22:20 2021年东京
排球挑战赛
23:35 2021年世界
女子冰壶锦标赛循
环赛

●电影频道
7:22 西游记之大
圣归来
9:00 虫林大作战
10:45 铁道游击队
12:26 夺冠
14:53 我和我的家乡
18:21 歌声的翅膀
20:15 一点就到家
22:12 头号玩家

●国防军事频道
12:00 正午国防军事
14:19 劫中劫
（22-24）
17:17 第二战场
17:47 国防微视频
17:53 军营的味道
18:24 国防科工
19:33 军事报道
20:09 军事制高点
20:45 军武零距离
21:20 老兵你好
22:29 出关（23-24）

●电视剧频道
7:50 武当一剑（4-8）
12:41 小娘惹
（38-41）

16:17 星推荐
16:34 妈妈在等你
（24-26）
19:30 小舍得（39）
20:29 武当一剑
（37-39）
23:05 和妈妈一起
谈恋爱（40-44）；幸
福敲了两次门（1-2）

●科教频道
11:46 百家讲坛
12:34 时尚科技秀
17:27 地理·中国
18:05 健康之路
18:54 2021有味道
19:53 自然传奇
20:54 探索·发现
21:42 中国诗词大会
23:25 大千世界

●戏曲频道
8:51 名家书场
9:35 京剧《三打陶
三春》
11:57 大宅门（40）
12:46 传奇大掌柜
（1）
13:32 上线吧！华
彩少年
15:09《三愿意》
15:52 角儿来了
17:13 诚忠堂
（15-16）
19:00 典藏
19:30 CCTV 空中
剧院
22:07 亮剑（20-22）

●新闻频道
12:00 新闻30分
12:33 军情时间到

13:00 新闻直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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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调查
22:15 新闻周刊
23:00 24小时

●少儿频道
12:00 动画大放映
13:05 赢在博物馆
18:30 风车剧场
22:00 大国工匠
22:02 破 局 1950
（33-35）

东方卫视
19:30 东方大看点
19:45 2021年全国
消费促进月暨上海五
五购物节启动仪式

浙江卫视
19:30 号手就位
20:30 为歌而赞

安徽卫视
13:30 武松
19:33 日头日头照
着我

湖南卫视
19:35 八零九零（18）
20:20 快乐大本营

山东卫视
19:30 大江大河（二）
22:00 长歌行

广东卫视
19:35 猎狐(37-38)
21:10 美好生活放
送

（节目如有变动，
请以播出为准）

※ 遗 失 ※

公告信息

遗失南京市玄武区徐卓军
食品店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JY13201020033645，声明
作废。
遗失南京荣森经济开发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3201061001032，声明
作废。
遗失南京荣和经济开发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
注册号：3201061001031，
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荣福经济开发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
注册号：3201061001065，
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荣峰经济开发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3201061001064，声明
作废。
遗失南京荣祥经济开发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3201061001035，声明
作废。
遗失南京荣惠物资贸易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320106101052，声明作
废。
苏州世才外企服务股份有
限公司遗失南京分公司财
务专用章、负责人章王海
英，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
使用。
遗失：南京市六合区御珑湾
理想城购房发票一张，购房
人：张有开 杨春芹，发票号
码：75696306，发票代码：
032001800105，发票金额：
108000，声明作废。
余 世 凤 遗 失 编 号 为
320116011200010108J 土
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声明作
废。
陈 家 芝 遗 失 编 号 为
320116011200080003J 土
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声明作
废。
遗失：南京市江宁区岑咕风
味小吃店，社会信用代码
92320115MA1XUQPK65
,现遗失食品许可证正副
本 ， 编 号
JY13201150263101，经营
场所为南京义乌小商品城B
区2栋3层34号。
遗失玉桥市场光华针织品
经 营 部 税 务 证 副 本 税 号
32011319630704324002 公
章 一 枚 信 用 代 码
92320106MA1QPH339W。
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仁诺医学检验有
限 责 任 公 司 。 法 人 章 一
枚。声明作废。寻回后不
再继续使用！
遗 失 方 竹 青 执 业 证
32012488202365声明作废。
谢群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码 321011199103290924，特
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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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