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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
星期六

江苏电视台
●卫视频道

13:00非诚勿扰

16:00昆仑决

19:30 阿坝一家人

（26-27）

21:10 新相亲大会

第6季

●城市频道
12:10江苏直通车

17:55明理说法

18:10食色生香

18:30零距离2021

19:30纪录片《无声

的功勋》

19:40约见名医

19:52 头号前妻

(2-3)

22:10百炼成钢

22:19人间真情

23:55 家屋室的主人

●综艺频道
18:00 震撼一条龙

19:00 综艺派

19:10 悬崖（32）

20:15 缘来有爱

21:00 为爱转身

22:15 等着我

●影视频道
10:00 烽火硝烟里

的青春（30）

10:00 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1-7）

18:11人间真情

19:00荔枝小剧场

19:10剧说那些事儿

20:05觉醒年代

（61-63）

21:50女飞行员

00:30乱世情缘

（8-14）

●体育休闲频道
12:00 江苏体育

17:50 耍大牌

19:20 荔枝健身

19:35 巅峰赛事

22:00 天天体彩

22:05 民星斗地主

●优漫卡通卫视
12:10百变校巴

18:30爆射盾甲

19:00来玩吧

19:05海莉心历险

19:20海豚帮帮号

19:35百变校巴

20:05 新大头儿子

小头爸爸英雄梦

20:35优漫星未来

21:00童游记

21:35 乌龙院活宝

传奇

22:20维和步兵营

南京电视台
●新闻综合频道
09:50 幸福里的故

事（9-10）

17:45 直播南京

18:30 南京新闻

19:38飞天英雄

（26-27）

21:30 南京纵横晚

间版

22:32 初心永恒

22:40 复兴路上

23:15 南京第一房

产+南京第一家装

●教科频道
11：25 宏琪说交通

17：27 记住乡愁

18：00 法治现场

18：55 第二课堂

19：10 石城119

19：15 律师直播室

19：40 国宝在金陵

19：50 初心永恒

20：00 喜汇金陵

20：25 幸福院（4-5）

22：05 健康大讲堂

22：36 消费向导

●娱乐频道
09:40 像我们这样

奋斗（35-37）

18:15 智汇园区

18:30 南京第一房产

18:45 南京体育头条

19:30 HR 直播间

周末版

19:55 复兴路上

20:30 初心永恒

21:00 智汇园区

22:45 老闺蜜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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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0 国 宝 在 金

陵+南京

●影视频道
6：20 妈妈在等你

（13-17）

16：50 第一房产

17：10 第一家装

17：53 大江大河2

（9-10）

19：30 智汇康养

19：41 大江大河

（30-31）

22：15 一路繁花开

（34-35）

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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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4 美术经典中

的党史

13:46 情感剧场

17:05 第一动画乐园

18:00 正大综艺

19:00 新闻联播

19:38 焦点访谈

20:06 专题节目

22:38 等着我

●财经频道
12:00 天下财经

17:28 老广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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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8 一槌定音

23:23 职场健康课

●综艺频道
12:04 综艺喜乐汇

16:20 电影中的印记

17:30 中国文艺报道

18:07 舞蹈世界

18:38 综艺喜乐汇

19:30 幸福账单

20:58 百年歌声

21:57 综艺喜乐汇

●国际频道
11:30 海峡两岸

14:07 红七军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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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4 西安事变

(6-8)

●体育频道
8:00 2021 年赛艇

世界杯萨包迪亚站

精选

9:00 2021 年乒乓

球直通系列赛混双

决赛

10:00 2021 年 全

国沙滩排球锦标赛

(盐城站)决赛

12:35 2021 年 世

界职业拳王争霸赛

14:05 2021 年 中

国网球巡回赛(长沙

站)单打决赛

16:00 2021 年 国

际田联钻石联赛伦

敦站精选

17:25 出征：追逐

—刘虹、杨家玉

18:35 出征：归来

—吴静钰

19:05 出征：梦想

不止—张亮

19:35 2021 年 乒

乓球直通系列赛男

单决赛

20:35 2021 年 世

界女排联赛

21:55 2021 年 世

界一级方程式锦标

赛英国大奖赛正赛

●电影频道
8:38 神奇马戏团

之动物饼干

10:24 冰 雪 女 王

(四)：魔镜世界

12:05 欢乐喜剧人

13:44 杰出公民

16:10 杀出重围

17:50 中国电影报道

18:21 绝地英雄

20:15 龙虾刑警

21:59危情谍战

●国防军事频道
12:00 正午国防军

事

14:19 铁血红安

(30-32)

16:45 老兵你好

17:54 讲武堂

19:33 军事报道

20:09 军事制高点

20:45 军营的味道

21:15 谁是终极英

雄

22:24 隐秘而伟大

(19-20)

●电视剧频道
7:52 红楼梦

(26-30)

12:44 最 初 的 相

遇，最后的别离

(26-29)

16:14 星推荐

16:31 刘家媳妇

(27-29)

19:30 衡山医院

(30-31)

21:28 剧说很好看

22:17 装台(1-2)

●科教频道
11:50 百家讲坛

17:27 地理·中国

18:05 健康之路

18:54 创新进行时

19:22 时尚科技秀

19:33 味道

20:12 科学动物园

21:22 探索·发现

22:12 自然传奇

23:12 味道

●戏曲频道
8:35 名家书场

9:19 淮剧《杨门女

将》

12:05 大宅门

(24-25)

13:42 《五月的鲜

花》

15:52 青春戏苑

17:13 特赦1959

(18-19)

19:00 典藏

19:30 宝贝亮相吧

20:34 角儿来了

21:42《八子参军》

22:23 国家命运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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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0 新闻联播

21:30 面对面

22:15 世界周刊

23:00 24小时

●少儿频道
8:00 动画大放映

10:00 动漫世界

12:00 动画大放映

17:00 动画大放映

18:30 动画大放映

22:00 讲给青少年

的党史

22:04 热血军旗

（10-12）

东方卫视
20:10 我们的新时

代（48）

21:00 极限挑战-

宝藏行

浙江卫视
19:30 阿坝一家人

21:30 不要小看我

安徽卫视
13:30 五星红旗迎

风飘扬

19:33 百炼成钢

湖南卫视
20:25 金鹰独播剧

场

22:00天天向上

山东卫视
19:30 啊摇篮

22:30 晚间新闻

广东卫视
19:35 百炼成钢

(33-34)

21:10 见多识广第

三季

7月18日
星期日

江苏电视台
●卫视频道

13:00非诚勿扰
14:20新相亲大会
19:30 阿坝一家人

（25）
20:30非诚勿扰
23:00 蒙面唱将猜
猜猜

●城市频道
12:10走进新农村
17:55明理说法
18:10食色生香
18:30零距离2021
19:30纪录片《无声
的功勋》
19:40约见名医
19:52 归鸿(39)
20:50 头号前妻(1)
22:10百炼成钢
22:19人间真情
23:55家屋室的主人

●综艺频道
18:00 震撼一条龙
19:00 综艺派
19:10 悬崖（31）
20:15 缘来有爱
21:00 为爱转身
22:15 等着我

●影视频道
10:00 烽火硝烟里
的青春（22-29）
18:11人间真情
19:00荔枝小剧场
19:10剧说那些事儿

20:05觉醒年代
（58-60）

21:50冰上姐妹
00:30乱世情缘

（1-7）

●体育休闲频道
12:00 江苏体育
17:40 生活圈
17:50 耍大牌
19:20 荔枝健身
19:35 巅峰赛事
22:00 天天体彩
22:05 民星斗地主

●优漫卡通卫视
12:10百变校巴
17:00加油饭米粒
17:50来玩吧
18:15 新大头儿子
小头爸爸英雄梦
18:30爆射盾甲
19:00来玩吧
19:05海莉心历险
19:20海豚帮帮号
19:35百变校巴
20:35优漫星未来
21:00 乌龙院活宝
传奇
22:20维和步兵营

南京电视台
●新闻综合频道
09:50 幸福里的故
事（7-8）
17:45 直播南京
18:30 南京新闻
19:38飞天英雄

（24-25）
21:30 南京纵横晚
间版
22:32 初心永恒
22:40 复兴路上

23:15 南京第一房
产+南京第一家装

●教科频道
11：25 宏琪说交通
17：27 记住乡愁
18：00 法治现场
18：50 爱特森林时
间
19：15 律师直播室
19：40 国宝在金陵
19：50 初心永恒
20：00 喜汇金陵
20：25 幸福院（2-3）
22：05 健康大讲堂
22：36 消费向导

●娱乐频道
09:40 像我们这样
奋斗（32-34）
18:15 智汇园区
18:30 南京第一房产
18:45 城市面孔
19:00 初心永恒
19:10 雨花慕课
19:30 HR 直播间
周末版
19:55 复兴路上
20:30 初心永恒
20:50 大学校园宣
传片
21:00 智汇园区
22:45 老闺蜜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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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 初心永恒
19：30 新魅力校园
20：40 宝贝总动员

21：00 动画不夜城
22：30 国 宝 在 金
陵+南京

●影视频道
6：20 妈妈在等你

（8-12）
16：50 第一房产
17：10 第一家装
17：53 大江大河 2

（7-8）
19：30 智汇康养
19：41 大江大河

（29-30）
22：15 一路繁花开

（32-33）
23：50 消费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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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决战

(33-34)
22:00 晚间新闻
22:38 开讲啦
23:33 经典咏流传

●财经频道
12:00 天下财经
16:29 老广的味道
18:30 是 真 的 吗
19:30 周末特供
19:41 大国重器
20:30 经济信息联播
21:30 对话
22:17 回家吃饭

●综艺频道
12:17 综艺喜乐汇
17:30 中国文艺报道

18:06 动物传奇
18:39 综艺喜乐汇
19:30 星光大道
21:01 电影中的印
记
22:12 综艺喜乐汇

●国际频道
12:00 中国新闻
14:06 红七军

(7-11)
17:45 平凡匠心
18:00 中国文艺
19:00 中国新闻
19:30 今日亚洲
20:00 深度国际
20:30 海峡两岸
21:00 中国新闻
21:30 今日关注
22:00 国家记忆
23:04 西安事变

(3-5)

●体育频道
8:00 2021 年赛艇
世界杯卢塞恩站精选
9:00 2022 年卡塔
尔世界杯亚洲区预
选赛
12:35 里约奥运会
女排决赛
14:30 2021 年 中
国网球巡回赛(长沙
站)单打半决赛
16:00 2021 年 全
国沙滩排球锦标赛
(盐城站)半决赛
18:35 出征：团队
至上—中国女子橄
榄球队
19:10 出征：归来
—吴静钰
19:40 2021 年 乒

乓球直通系列赛女
单决赛
20:40 2021 年 世
界女排联赛
23:00 出征：信任
的重量—中国女子
举重队
23:25 2021年世界
一级方程式锦标赛
英国大奖赛排位赛

●电影频道
9:01潜艇总动员
10:41 乐高幻影忍
者大电影
12:32 万万没想到
14:15 夜袭机场
15:49 苏捷斯卡战
役
18:23 潜行者
20:15 云南虫谷
22:21 杰出公民

●国防军事频道
12:00 正午国防军
事
14:20 铁血红安

（27-29）
16:46 军事科技
17:17 第二战场
17:47 国防微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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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秘而伟大

（17-18）

●电视剧频道
7:52 红楼梦

（21-25）
12:44 最 初 的 相

遇，最后的别离
(22-25)

16:31 刘家媳妇
（24-26）

19:30 衡山医院
(27-29)

22:17 觉醒年代
(42-43)

23:57 三妹（16-21）

●科教频道
1:50 百家讲坛
17:27 地理·中国
18:05 健康之路
18:54 创新进行时
19:22 时尚科技秀
19:33 味道
20:12 科学动物园
21:22 探索·发现
22:12 自然传奇
23:12 味道
23:48 大千世界

●戏曲频道
8:32 名家书场
9:16 京剧《荀灌娘》
11:45 大宅门

（22-23）
13:22《碧玉簪》
15:42 角儿来了
17:03 特赦1959

（16-17）
18:50 典藏
19:30 CCTV 空中
剧院
22:05 国家命运

（17-19）

●新闻频道
12:00 新闻30分
12:33 军情时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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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 动画大放映
10:00 动漫世界
15:00 动画大放映
17:00 动画大放映
18:30 动画大放映
22:00 讲给青少年
的党史
22:04 热血军旗

（7-9）

东方卫视
19:30 我们的新时
代（47）
21:00 完美的夏天
第二季

浙江卫视
19:30 阿坝一家人
20:30 追星星的人

安徽卫视
13:30 五星红旗迎
风飘扬
19:33 百炼成钢

湖南卫视
19:35金鹰独播剧场
20:20快乐大本营

山东卫视
19:30 啊摇篮
22:00 隐秘而伟大

广东卫视
19:35 百炼成钢

(31-32)
21:25 行进大湾区

（节目如有变动，
请以播出为准）

※ 寻 人 ※
寻 人 ：李 春 艳 ，您 手 机
13701468368打不通，看到
联系我17788387171

※ 遗 失 ※※ 遗 失 ※

公告信息公告信息

※ 公 告 ※

六合区嘉恳百货店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20116MA21R0HY5T，
声明作废
遗失朱哲军官证，证号：军字
第0830569号，声明作废。
遗失申明 遗失南京嘉琛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的
NO.2016G89 地块房地产
开 发 项 目 （ 建 字 第
32011720201608 号）的 2#
楼三十层平面图规划核准
图壹份（图号建施-15X），
申明作废。
遗失王军警官证，证号：
3221147，声明作废。
武叶森南京市公共租赁住
房租赁合同，通知书号是：
201708210489，房号：丁家
庄燕歌园16栋 1818号，声
明作废。
遗失南京市鼓楼区坚信酒
店用品商行法人章、财务
章，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市秦淮区毛记平
江府鸭血粉丝汤店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3201040008228，声明
作废。
詹晶鑫不慎遗失南京市律
协颁发的实习证，证号：
10011904110325，声明作
废！
遗失江苏省物产联合贸易有
限公司无锡分公司公章、营
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钱琦遗失三江学院就业推
荐表，编号：72440088，声
明作废。
本 人 朱 苏 东 ，身 份 证 号
420104196510031613 遗
失南京升龙元发置业有限
公司F-382车位发票，发票
代码 3200164350，发票号
码 11210902，合 计 金 额
230000元，特此声明。
遗失：南京市六合区通达危险
品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加油站
公章、营业执照正副本（1／2），
注册号：320123000115667，
声明作废。
谢金龙遗失东南大学学生证，
学号：0121721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南京金联自动化
设备公司股东会于2021年
7月 9日决议解散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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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此公告。联系人：孙莉；电
话：58930267；地址：浦口
区新科三路22号。南京金
联自动化设备公司清算组
2021年7月9日
注销公告 南京市下关区文
化影剧院游戏厅依据《事业
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经举办单位同意，拟向事业
单位登记管理机构申请注
销，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
权人自2021年7月11日起
10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
报债权。南京市下关区文
化影剧院游戏厅债权债务
由南京鼓楼影剧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承担。南京市下
关区文化影剧院游戏厅营
业执照正副本、组织机构代
码证及公章已遗失作废。
特此公告。

扫码自助登报

58683888
QQ:2681273318

新街口管家桥63号院内一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