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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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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5）
22:30 新相亲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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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23:55 家屋室的主
人

●综艺频道
18:05 震撼一条龙
19:00 缘来有爱
20:00 味道
21:00 等着我
21:40 行行行

●影视频道
9:00 历史的使命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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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21:50 红色娘子军
00:30 青谷子

（33-37）

●体育休闲频道
12:00 江苏体育
17:40 荔枝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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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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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5 百变校巴超
学先锋
19:35 加油三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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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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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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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0 南京教育头
条
19：05 金色年代

19：15 南京律师团
19：20 纪录片时间
19：55 初心永恒
20：05 相亲相爱
20：30 特战英雄榜

（8-9）
22：10 健康大讲堂
22：40 消费向导

●娱乐频道
09:15 一路繁花开

（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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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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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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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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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0 国 宝 在 金
陵+南京

●影视频道
7：20 鸡毛飞上天

（23-27）
16：50 第一房产

17：05 第一家装
17：53 青山遮不住

（2-3）
19：30 智汇康养
19：41 飞天英雄

（5-7）
22：25 烈火战马

（1-2）

中央电视台
●综合频道

12:00 新闻30分
12:35 今日说法
13:17 情感剧场
16:40 第一动画乐
园
19:00 新闻联播
19:38 焦点访谈
20:06 花开山乡

(30-31)
22:38 一路有你
23:43 专题节目

●财经频道
12:00 天下财经
17:31 老广的味道
18:30 回家吃饭
19:00 生财有道
19:30 消费主张
21:30 央视财经评
论
22:00 红色财经
22:13 强国基石
22:46 职场健康课

●综艺频道
11:44 文化十分
17:42 劳动如歌
18:01 2021 新 春
相声大会
19:02 中国文艺报
道
19:30 越战越勇
21:00 艺览天下

22:10 走在回家的
路上：张国立
23:25 越战越勇

●国际频道
11:30 海峡两岸
13:34 铁血红安

(35-38)
16:29 跨过鸭绿江
(1)
17:15 远方的家
18:30 中国文艺
19:00 中国新闻
19:30 今日亚洲
20:00 国家记忆
20:30 海峡两岸
22:00 美食中国
23:03 破局1950

(37-39)

●体育频道
8:00 第十四届全
国运动会赛艇精选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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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0 全景全运会
23:05 第十四届全
国运动会举重男子
61公斤级决赛
00:05 2021 年 世
界职业拳王争霸赛
精选

●电影频道
7:16 强扭瓜不甜
8:56 枪访要塞
10:49 侠僧探案传
奇聚义钱庄
12:36 侠僧探案传

奇洛阳花会
14:20 亡命救赎
16:01 极限救援
18:14 猛虫过江
20:15 水星的逆行
22:13 速度与激情
(五)
00:46 城市游戏

●国防军事频道
12:00 正午国防军
事
14:36 深海利剑

(14-16)
17:02 世界战史
17:29 军事纪录
17:54 国防微视频
18:03 兵器面面观
18:29 国防故事
19:00 新闻联播
19:33 军事报道
20:09 防务新观察
20:45 军事纪实
21:19 军迷行天下
21:55 一代枭雄

(30-31)

●电视剧频道
7:36 悬崖

(35-36)
9:29 猎豺狼

(1-3)
12:30小娘惹

(11-14)
16:28 三妹

(49-51)
19:30 铁道风云

(24-27)
23:06 暴风眼(28)
00:00 花繁叶茂

(7-12)

●科教频道
11:50 百家讲坛
17:05 跟着书本去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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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有 味
道
20:32 自然传奇
21:32 探索·发现
22:22 奥秘
23:32 中国影像方
志

●戏曲频道
9:03 名家书场
9:47 越剧《情探》
12:25 大丈夫

(17-18)
14:06 戏 曲 电 影
《王昭君》
15:52 梨园闯关我
挂帅
17:13 温州两家人

(17-18)
19:00 典藏
19:30 商 洛 花 鼓
《情怀》
22:05 大侠霍元甲

(26-28)
00:37 京剧《李逵
探母》

●新闻频道
12:00 新闻30分
12:33 法治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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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7 动画大放映
21:00 音乐快递
21:45 新闻袋袋裤
22:00 讲给青少年
的党史
22:04 绝命后卫师
(28)
22:52 觉 醒 年 代
(7-8)

东方卫视
19:30 我的砍价女
王（34-35）
21:00 东方看大剧

浙江卫视
19:30 你好检察官
21:30 今日评说

安徽卫视
19:33 爱的理想生
活
21:30 健康大问诊

湖南卫视
20:30 光芒
22:00 初入职场的
我们

山东卫视
19:30 流金岁月
21:25 求职高手第
二季

广东卫视
19:35 流金岁月

(38-39)
21:10 健康有道

9月22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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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2）
22:30 蒙面唱将猜
猜猜

●城市频道
12:20 人间真情
17:55 明理说法
18:10 食色生香
18:30 零距离2021
19:40 纪录片《无
声的功勋》
19:50 江苏最美人
物
20:20 百炼成钢
20:29 明理说法
20:45 杜鹃红了

(2-3)
23:55 家屋室的主
人

●综艺频道
18:05 味道
19:00 中秋戏曲晚会
21：00 等着我
21:40 行行行

●影视频道
9:00历史的使命

（10-18）
18:11人间真情
19:00荔枝小剧场
19:10剧说那些事儿
20:05 幸福还会来
敲门（67-69）
21:50红旗谱

00:30青谷子
（30-32）

●体育休闲频道
12:00 江苏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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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漫卡通卫视
12:10 帮帮龙出动
17:00 猪迪克
17:50 来玩吧
18:15 奇妙萌可
18:30 神奇历险记
19:05 百变校巴超
学先锋
19:35 加油三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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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7）
17:45 直播南京
18:30 南京新闻
19:35 燃烧大地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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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0 南京教育头

条
19：15 南京律师团
19：20 纪录片时间
19：55 初心永恒
20：05 相亲相爱
20：30 特战英雄榜

（6-7）
22：10 健康大讲堂
22：40 消费向导

●娱乐频道
09:15 一路繁花开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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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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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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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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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0 国 宝 在 金
陵+南京

●影视频道
7：20 鸡毛飞上天

（18-22）
16：50 第一房产

17：05 第一家装
17：53 鸡毛飞上天
（58）青山遮不住（1）
19：30 智汇康养
19：41 飞天英雄

（2-4）
22：15 杜心五传奇

（41-42）

中央电视台
●综合频道

12:00 新闻30分
12:35 今日说法
13:17 情感剧场
16:40 相聚中国节
19:00 新闻联播
19:38 焦点访谈
20:06 2021 年 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
秋晚会
22:00 晚间新闻
22:34 2021年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中秋
晚会

●财经频道
12:00 天下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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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财经
22:13 强国基石
22:47 中国经济大
讲堂
23:35 经济半小时

●综艺频道
11:49 文化十分
12:00 中国文艺报道
12:17 央 YOUNG
之夏
15:00 中国文艺报道

15:15 开门大吉
16:45 综艺喜乐汇
18:00 中国文艺报
道
18:30 越战越勇
20:00 2021 年 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
秋晚会
22:06 越战越勇
23:33 幸福账单

●国际频道
11:30 海峡两岸
13:02 美食中国
13:34 铁血红安

(30-34)
17:15 远方的家
18:30 中国文艺
19:00 中国新闻
19:30 今日亚洲
20:00 2021 年 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
秋晚会
23:03 破局1950

(34-36)

●体育频道
8:00 第十四届全
国运动会羽毛球单
项精选
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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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运动会举重女子
87公斤以上级决赛

●电影频道

8:25 我的唐朝兄弟
10:09 广东十虎苏
灿之亢龙有悔
12:01 广东十虎苏
灿之龙战于野
13:49 终极密码战
15:52 命中注定
18:22 警察“夏一
笑”的快乐生活
20:15“湾区升明
月”2021 大湾区中
秋电影音乐晚会
23:09 天蚕变

●国防军事频道
12:00 正午国防军事
14:36 深海利剑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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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 新闻联播
19:33 军事报道
20:03 再见深蓝
20:46 军事纪实
21:20 军事科技
21:56 一代枭雄

(28-29)

●电视剧频道
7:36悬崖(30-34)
12:30 小娘惹

(7-10)
16:28 三妹

(46-48)
19:30 铁道风云

(20-23)
23:06暴风眼(27)
00:00 花繁叶茂

(1-6)

●科教频道
12:37 山川奇景

17:05 跟着书本去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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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有味道
20:32 自然传奇
21:32 探索·发现
22:22 奥秘
23:32 中国影像方志

●戏曲频道
8:32 名家书场
9:16 京剧

《桃花村》
12:04 大丈夫

(15-16)
13:45 豫剧《朝阳
沟》
16:26 京剧《奇袭
白虎团》
17:13 温州两家人
(15-16)
19:00 典藏
19:30 2021年中秋
戏曲晚会——“盛世
共婵娟”
20:46 电影《刘三
姐》
21:34 大侠霍元甲

(23-25)
00:06 空中剧院

●新闻频道
12:00 新闻30分
12:33 法治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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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 动画大放映
10:00 动漫世界
12:00 动画大放映
17:00 智慧树
17:30 动画大放映
22:00 讲给青少年
的党史
22:04 绝命后卫师
（27)
22:52 觉醒年代

（5-6)

东方卫视
19:30 朤 月 东 方
中秋梦幻夜
20:50 我们的歌第
三季

浙江卫视
19:30 你好检察官
21:30 今日评说

安徽卫视
19:33 爱的理想生
活
21:30 健康大问诊

湖南卫视
19:50 2021湖南卫
视中秋之夜
22:00 婆婆的镯子

山东卫视
19:30 流金岁月
22:00 重案六组第
四部

广东卫视
19:35 流金岁月

(36-37)
21:10 全球零距离

58683888
QQ:2681273318

新街口管家桥63号院内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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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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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招标公告

南京某部副食品招标自 9
月 15日至 21日组织报名，
有 意 者 可 致 电
18951010825李先生

公告 现对中海油销售泰州
有限公司开发（承建）的中海
油淮安盱眙县仇集加油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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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浦口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行政处罚文书送达公告
浦市监催送告〔2021〕001
号 南京豪栈餐饮服务有限
公司浦口分公司：2019年 9
月 25日本局依法对你单位
经营不合格食品做出行政处
罚，于 2021 年 1 月 5 日在
《扬子晚报》依法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浦
市监案字〔2019〕047号。你
单位在法定期限内对该《行
政处罚决定书》确定的下列
义务没有履行：缴纳罚款
50000 元。2021 年 9月 10
日本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履行催告书》浦市监罚催
〔2017〕044号，因你下落不
明且采取其他送达方式无法
送达，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
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二
条第五项的规定，本局决定
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上述
文书。请你（单位）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本局
领取前述催告书，逾期不领
取即视为送达。 联系人：张
同志、李同志 联系电话：
025-58888821 联系地址：
南京市浦口区浦珠北路151
号 南京市浦口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2021年9月10日
公告本单位由于：撤离本市，
从未在南京承接工程。企业
决定退出南京建筑市场，拟
申请全额退还民工工资保障
金。根据有关规定，本公司
民工工资债权人在公告刊登
之日起十五天内清算债务。
否则，本公司视为清算结
束。 特此公告。上海桑田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服一制衣有限公司债权
债务清算登报公告：南京服
一制衣有限公司决定解散，
注 册 号：3201001010794。
清算组由高乃宁、江宏、黄勇、
刘永祥、许小雪、夏正林等人
组成，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请债权。联系人：邱航
宇，联系电话：58806976，地
址：南京市鼓楼区祁家桥31
号南京轻纺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城北管理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