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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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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声的功勋

（1-2）
21:10 蒙面舞王

●城市频道
12:20 人间真情
18:10 食色生香
18:30 零距离2021
19:40 剧情抢先看
19:50 约见名医
20:20 百炼成钢
20:29 明理说法
20:45 杜鹃红了

(12-13)
23:55 家屋室的主
人

●综艺频道
18:00 震撼一条龙
19:00 缘来有爱
20:00 缘来不晚
21:00 等着我
21:40 行行行

●影视频道
9:00 北平无战事

（14-22）
18:11 人间真情
19:00 荔枝小剧场
19:10 剧说那些事
儿
20:05 头号前妻

（13-15）
21:50 钢铁战士
00:30 有爱才是家

（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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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 全运赛事
21:45 江苏体育
22:00 天天体彩
22:05 民星斗地主
22:45 西甲联赛

●优漫卡通卫视
12:10 帮帮龙出动
17:00 加油饭米粒
17:50 来玩吧
18:15 奇妙萌可
18:30 神奇历险记
19:00 来玩吧
19:05 百变校巴超
学先锋
19:35 加油三二班
20:05 猪迪克
20:35 优漫星未来
21:00 童游记
21:35 新大头儿子
小头爸爸英雄梦
22:20 老公们的私
房钱

南京电视台
●新闻综合频道
10:10 破局1950

（26-27）
17:45 直播南京
18:30 南京新闻
19:35 燃烧大地

（27-28）
21：30 城市面孔
21：45 改革进行时
22：40 初心永恒
22：50 南京第一房
产+南京第一家装
23：40 消费向导

●教科频道
11：50 宏琪说交通
12：15 金色年代

17：27 记住乡愁
18：00 法治现场
18：35 宏琪说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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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战英雄榜

（16-17）
22：05 健康大讲堂
22：36 消费向导

●娱乐频道
09:15 一路繁花开

（34-36）
18:15 智汇园区
18:30 南京第一房
产
18:45 南京体育头
条
19:00 初心永恒
19:10 雨花慕课
19:30 HR 直播间
周末版
19:55 诗行天下
20:50 大学校园宣
传片
21:00 智汇园区
21:10 遇见未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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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 初心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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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 鸡毛飞上天

（43-47）
16：50 第一房产
17：05 第一家装
17：53 青山遮不住

（10-11）
19：30 智汇康养
19：41 飞天英雄

（16-18）
22：25 烈火战马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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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 晚间新闻
22:38 专题节目

●财经频道
12:00 天下财经
13:00 寻味东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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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9 中国国宝大
会
23:50 一槌定音

●综艺频道
11:21 幸福账单
12:52 国家宝藏
14:45 你好生活
16:03 星光大道

17:31 舞蹈世界
18:03 2021 新 春
相声大会
19:01 中国文艺报
道
19:30 幸福账单
21:00 朗读者
22:44 走在回家的
路上：宋轶

●国际频道
11:30 海峡两岸
13:02 深度国际
13:37 传承
14:06 跨过鸭绿江

(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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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火熔炉

(3-5)

●体育频道
7:30 第十四届全
国运动会
12:00 体坛快讯
12:30 第十四届全
国运动会
18:00 体育新闻
18:30 第十四届全
国运动会
22:00 全景全运会
23:05 第十四届全
国运动会田径精选
00:05 2021 年 世
界职业拳王争霸赛
精选

●电影频道
8:32 金猴降妖
10:17 约翰与恶巨
人
11:42 音乐电影欣

赏
11:49 响尾伏魔棒
13:43 静默的音乐
16:01 霓裳记
17:50 中国电影报
道
18:20 打过长江去
20:15 影
22:16 豪勇七蛟龙
00:36 音乐电影欣
赏

●国防军事频道
12:00 正午国防军
事
14:20 深海利剑

(26-28)
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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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枭雄

(38-39)

●电视剧频道
7:36 猎豺狼

(19-23)
12:30 小娘惹

(27-30)
16:09 星推荐
16:28 我哥我嫂

(5-7)
19:30 夺金

(4-6)
22:19 暴风眼

(33-34)
23:52 星推荐
00:00 花 繁 叶 茂
(30-34)；姥姥的饺
子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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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传奇
21:12 探索·发现
22:02 奥秘
23:48 大千世界

●戏曲频道
8:33 名家书场
9:17 京 剧《秦 香
莲》
12:03 大丈夫

(25-26)
13:44 川剧《烈火
中永生》
15:52 青春戏苑
17:13 温州两家人

(25-26)
19:00 典藏
19:30 宝贝亮相吧
20:34 梨园闯关我
挂帅
21:44 北京曲剧

《龙须沟》
22:24 大侠霍元甲

(38-40)
00:56 燕韵杨声

●新闻频道
12:00 新闻30分
12:35 每周质量报
告
14:12 新闻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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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野假期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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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命后卫师
(32)
22:53 觉醒年代

(15-16)

东方卫视
19:30 功勋

（1-2）
21:00 我们的歌第
三季

浙江卫视
19:30 你好检察官
22:00 追梦人之无
界人生

安徽卫视
19:33 爱的理想生
活
21:30 逛遍全中国

湖南卫视
19:35 光芒
22:00 天天向上

山东卫视
21:30 爱的味道第
二季
22:45 重案六组第
四部

广东卫视
19:35 大决战

(6-7)
21:15 见多识广第
三季

9月26日
星期日

江苏电视台
●卫视频道

11:15 非诚勿扰
12:30 新相亲大会
19:30 舍 我 其 谁
（41）
20:30 非诚勿扰

●城市频道
12:10 走进新农村
18:10 食色生香
18:30 零距离2021
19:40 剧情抢先看
19:50 约见名医
20:20 百炼成钢
20:29 明理说法
20:45 杜鹃红了

(10-11)
23:55 家屋室的主
人

●综艺频道
18:00 震撼一条龙
19:00 缘来有爱
20:00 新非常周末
21:00 等着我
21:40 行行行

●影视频道
9:00 北平无战事

（5-13）
18:11 人间真情
19:00 荔枝小剧场
19:10 剧说那些事
儿
20:05 头号前妻

（10-12）
21:50 三进山城
00:30 有爱才是家

（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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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 全运赛事
21:45 江苏体育
22:00 天天体彩
22:05 民星斗地主
22:45 西甲联赛

●优漫卡通卫视
12:10 帮帮龙出动
17:50 来玩吧
18:15 奇妙萌可
18:30 神奇历险记
19:00 来玩吧
19:05 百变校巴超
学先锋
19:35 加油三二班
20:05 猪迪克
20:35 优漫星未来
21:00 新大头儿子
小头爸爸英雄梦
22:20 老公们的私
房钱

南京电视台
●新闻综合频道
10:10 破局1950

（24-25）
17:45 直播南京
18:30 南京新闻
19:35 燃烧大地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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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5 消费向导

●教科频道
11：50 宏琪说交通

17：27 记住乡愁
18：00 法治现场
18：30 宏琪说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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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战英雄榜

（14-15）
22：05 健康大讲堂
22：36 消费向导

●娱乐频道
09:15 一路繁花开

（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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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行天下
20:50 大学校园宣
传片
21:00 智汇园区
21:10 遇见未来说
22:40 海之谣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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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 鸡毛飞上天

（38-42）
16：50 第一房产
17：05 第一家装
17：53 青山遮不住

（8-9）
19：30 智汇康养
19：41 飞天英雄

（14-15）
22：25 烈火战马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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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节目
17:25 星光大道
19:00 新闻联播
19:38 焦点访谈
22:00 晚间新闻
22:38 开讲啦
23:33 典籍里的中
国

●财经频道
12:00 天下财经
12:50 红色财经
17:08 味道中原
18:00 是真的吗
19:00 中国国宝大
会
20:30 经济信息联
播
21:30 对话
22:16 中国国宝大

会
23:49 回家吃饭

●综艺频道
11:46 越战越勇
16:32 黄金100秒
17:30 动物传奇
18:02 2021新春相
声大会
19:02 中国文艺报
道
19:30 幸福账单
21:00 星光大道
22:28 走在回家的
路上：赵文卓

●国际频道
12:00 中国新闻
14:05 跨过鸭绿江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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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3 破 局 1950
（46）
23:48 战火熔炉

（1-2）

●体育频道
8:00 第十四届全
国运动会攀岩男子
全能
12:00 体坛快讯
12:30 第十四届全
国运动会
18:30 体育新闻
19:00 第十四届全
国运动会

22:00 全景全运会
23:05 第十四届全
国运动会举重男子
81公斤级决赛
00:05 2021 年 世
界职业拳王争霸赛
精选

●电影频道
7:46 少林四小龙
9:24 海底总动员
11:15 疯岳撬佳人
13:02 诺丁山
15:19 四个婚礼和
一个葬礼
18:11绝地行走
20:15 我的特工爷
爷
22:10 静默的音乐
00:16 大内密探灵
灵狗

●国防军事频道
12:00 正午国防军
事
14:20 深海利剑

（23-25）
16:46 军事科技
17:16 第二战场
1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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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枭雄

（36-37）

●电视剧频道
7:36猎豺狼

（14-18）
12:30 小娘惹

（23-26）
16:09 星推荐

16:28 我哥我嫂
（2-4）

19:30 夺金
（1-3）

22:19 暴风眼
（31-32）

00:00 花繁叶茂
（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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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传奇
21:12 探索·发现
22:02 奥秘
23:48 大千世界

●戏曲频道
8:37 名家书场
9:21 京剧《红娘》
12:01 大丈夫

（23-24）
13:42 豫剧电影

《花木兰》
15:42 角儿来了
17:03 温州两家人

（23-24）
18:50 典藏
19:30 京剧
22:05 大侠霍元甲

（35-37）
00:37 京剧

《朱砂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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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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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野假期
19:30 动画大放映
22:00 讲给青少年
的党史
22:04 绝命后卫师
（31）
22:52 觉醒年代

（13-14）

东方卫视
19:30 我的砍价女
王（40）
20:10 打卡吧！吃
火团

浙江卫视
19:30 你好检察官
20:30 嗨放派

安徽卫视
19:33 爱的理想生
活
21:30 皖美旅拍第
二季

湖南卫视
19:35 光芒
20:20 快乐大本营

山东卫视
19:30 流金岁月
21:20 花漾剧客厅

广东卫视
19:35 大决战

(4-5)
22:10 活力影院

（节目如有变动，
请以播出为准）

※ 遗 失 ※※ 遗 失 ※

公告信息公告信息
※ 公 告 ※

苏州吴小广，遗失律师执业证，
证号：13205201010856564，
声明作废
遗失刘雪梅南京理工大学学
生 证 ， 学 号 ：
918102610102，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市玄武区红山办
事处红山村村民委员会银
行 开 户 许 可证，编号为：
J3010006511404，声明作废。
徐亚辉遗失南通大学毕业证
书, 证 书 编 号:
103041202005003872, 声
明作废。
徐亚辉遗失南通大学学士学
位 证 书 ，证 书 编 号 ：
1030442020002921，声 明
作废。
青白江笙墨雪日用品经营部
公章遗失，寻回后不再使用，
声明作废。
遗失王奇文职干部退休证，
军退字第8856526号，声明
作废。
遗失江苏聚冠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财务专用章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于春生车架号 SCB-
CZ13SXMC087788、进口货
物 证 明 书 号
H22210129779、机动车发票
代码141002020076，发票号
码01709934，声明作废！
本人于2021年9月16日上午8
点遗失身份证，姓名：徐云香，证
号：320827196212110021，
声明作废。
遗失 南京市溧水区胡小双
商店经营许可证号：新出苏
A 溧零字第（2019）015 号声
明作废
遗失南京世味轩食品有限责
任公司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编 号:JY13201150283461，声
明作废
遗失:宁双鹏 628 船舶营运
证 ，证 书 编 号: 苏 SJ(2020)
01004060，发证日期 2020 年
6年 4日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市秦淮区王红卤菜
店公章一枚声明作废，寻回
后不再继续使用
吴梦成遗失江苏第二师范学
院学生证，学号 2020720047，
声明作废。
周雯雯遗失三江学院学生证，
学号：12019155014，声明作废。
严礼忍遗失身份证，身份证
号 码 342523199209047911，
声明作废
遗失 ：周 光 身 份 证 ，号 码
410703197208309513。声明
作废
遗失唐宇杰南京中医药大学
学生证，学号：1902071632
声明作废

秦淮新河水利枢纽改扩建
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现
对秦淮新河水利枢纽改扩
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进征
求意见稿公示，征求公众意
见范围包括可能受到建设
项目直接影响的公众。该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电子版和建设项目公众意
见表可登陆 http://jssslt.
jiangsu.gov.cn/art/2021/
9/15/art_42984_
10014615.html下载。公众
可填写建设项目公众意见
表，通过邮寄信、电子邮件
将填写的公众意见提交建
设单位，并注明发表日期、
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减资公告：根据2021年9月
17日股东会决议，南京圣维
伦商贸有限公司拟将注册资
本从3000万减至18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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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根据2021年9月
17日股东会决议，南京明满
誉商贸有限公司拟将注册资
本从1650万减至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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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公告：原瑞杰拍卖有限
公司于2019年3月20日解
散公司现更改为 2017 年 8
月23日解散，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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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