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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4 日，海南省第五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闭幕，这也意
味着，2017年省级地方两会正式画
上句号。在各省份政府工作报告
中，“振兴实体经济”“解决高校毕业
生就业”“治理环境污染”等成为关
键词，各地也为今年要办的这些大
事定下了具体目标。

振经济
——“振兴实体经济”成政府工

作报告高频词
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指出，要着力振兴实体经济。
这也成为今年各地政府的重要工作
目标。

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提
出，要以提质增效振兴实体经济。
2017 年的工作安排中，广东明确，
要深入推进新一轮技术改造，落实
技改事后奖补政策，引导8000家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实施技术改造，完
成工业技改投资4400亿元。

此外，广东还要大力发展机器
人产业，培育20家产值超亿元的机
器人制造及集成企业。开展智能工
厂、数字化车间培育建设试点，带动
制造业智能化转型。

河北省省长张庆伟在作政府工
作报告时提出：“实体经济是国民经
济的根基，是建设经济强省的重中
之重，任何时候都不能把实体经济
搞虚了、搞少了。”为此，河北省今年
还提出了“年内新增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不少于1000家”的目标。

辽宁省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
调，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为实体经济
发展提供市场空间。大力拓展养
老、医疗、旅游、教育培训、体育、文
化等新消费领域，引导与老百姓日
常生活紧密相关的消费品和食品工
业发展，增加辽宁产品有效供给，带

动产业转型升级。

促就业
——多地强调重点解决好高校

毕业生就业问题
来自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17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
795万人，这一数字再创历史新高。
面对庞大的就业大军，各地也将促
就业列入了今年的重点工作。

例如，浙江今年提出，切实加强
就业再就业工作，重点解决好高校
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农村转移劳
动力等群体的就业问题。此外，还
提出了“全年新增城镇就业 80 万
人”的具体目标。

河南今年定下了“城镇新增就
业 110 万人以上”的目标，同时提
出，突出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村劳动
力、去产能企业分流职工等重点群
体就业工作，做好军队转业干部、退
役士兵的接收安置工作，促进“零就
业家庭”成员实现就业。

辽宁提出，城镇新增就业40万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
内。此外，辽宁还特别强调，重点抓
好21所省属高校整体转型发展、30
所高校200个专业向应用型转型发
展，提高毕业生在辽宁各类企业的
就业率。

抓扶贫
——多地立下脱贫“军令状”对

“数字脱贫”说不
“脱贫攻坚”是近年来地方两会

中的另一个高频词汇，今年也不例
外。2017年，不少省份都立下了今
年的脱贫“军令状”。

例如，广西提出，今年要深入实
施精准脱贫“八个一批”，推进“十大
行动”，确保实现110万贫困人口脱
贫、1300个贫困村出列和10个贫困

县摘帽。
甘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

今年要确保完成全年脱贫 80 万人
的目标任务。另外，甘肃强调，要发
挥产业扶贫关键作用，实施1000亿
元产业扶贫专项贷款工程，重点支
持县域经济发展和富民产业培育。

江西今年提出了“全年完成70
万人脱贫、1000个贫困村退出、6个
贫困县摘帽”的目标。此外，该省政
府工作报告中还强调，要对精准脱
贫和摘帽脱贫县进行严格评估考
核、严格验收，坚决杜绝“数字脱贫”

“虚假脱贫”。
贵州也提出，要强力推进20个

极贫乡镇包干定点脱贫攻坚。力戒
形式主义，禁止层层加码，强化督查
考核问责，办好“扶贫专线”，对数字
脱贫、弄虚作假严肃查处，决不放
过。

调楼市
——多地强调还原住房的居住

属性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

的”——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明确了 2017 年中国楼市
发展方向，强调要促进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今年，多个省份也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还原住房
的居住属性。

广东将“坚持分类调控、因城因
地施策，做好热点城市稳定房价工
作，促进住房回归居住功能，坚决抑
制房地产泡沫，维护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列入了今年的工作安
排。

北京提出，今年要把握住房的
居住属性，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
制度为主要方向，以政府为主提供
基本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
需求，金融、财税、土地、市场监管等

多措并举，探索建立符合国情市情、
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
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

此外，北京今年还将加大中低
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供应
比例，保障房建设筹集5万套、竣工
6万套。

同为一线城市的上海也提出，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
的”定位，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严
格执行调控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同时，上海提出了
新增供应5万套各类保障性住房的
目标。

治污染
——京津冀等地立下今年治霾

目标
治理环境污染一直是各地政府

近年来的重点工作，今年同样如此，
不少省份都把“治霾”定为今年要做
的大事之一。

近年饱受雾霾影响的京津冀三
地均提出了治霾目标。

例如，河北提出，今年PM2.5平
均浓度下降6%以上。北京则明确，
今年细颗粒物年均浓度力争控制在
每立方米60微克左右。

此外，北京还将严格执行排放
标准，增加环保执法编制，组建环保
警察队伍，强化环境监管执法，严厉
惩处偷排超排行为。

天津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
改燃关停7台煤电机组和380座燃
煤锅炉，全面治理城乡散煤，严格控
制机动车和船舶排放污染，加大农
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露天禁烧工作
力度，关停淘汰落后企业 100 家，
PM2.5 年均浓度降幅好于去年，完
成国家“大气十条”目标任务。

2017省级地方两会昨日全落幕
各地今年准备怎么干

据韩媒报道，韩国司法界 2
月23日消息称，总统弹劾案主审
宪法法官和宪法研究官目前正
在对已结束的证人审问中有效
证词进行整理，并探讨相关证词
是否与国会弹劾促进团提出的
弹劾理由相符。弹劾案的审理
已接近尾声，朴槿惠是否将成为
韩国历史上首位被弹劾的总统，
引发强烈关注。

据报道，22日，弹劾案第16
次庭审开庭，法庭宣布将于本月
27日举行最终庭审，并要求朴槿
惠辩护律师团方面在26日之前
决定朴槿惠是否亲自出庭受审。

司法界普遍认为，若在27日
举行最终庭审，则法庭在宪法法
官兼代院长李贞美任期结束(3
月13日)之前宣布最终审判结果
的可能性较大。李贞美在任期
内进行宣判可避免弹劾案进入

“7人审判体制”，弹劾案在法庭
通过的几率也变高。

最终庭审结束后，法庭方将
有2周时间对弹劾案进行最终审
理，并拟定宣判书。因此，宪法
法院宣布弹劾案最终审判结果
的日期将落于3月10日至13日
之间。按照韩国法律，总统被弹
劾之后应在60天之内举行下届
总统选举，因此5月9日至13日

之间举行第19届总统大选的可
能性较大。

负责调查亲信干政案的朴
英洙独立检查组调查期限将于
本月28日截止。尽管独检组已
向代总统黄教安提前提交了延
长调查期限申请，四大在野党也
强烈要求黄教安尽快对此申请
予以通过，但黄教安一直未做明
确表态。

在野党于本月初发起《特检
法改正案》提案，要求在不经过
总统同意的前提下，将独检组的
调查期限延长50天。

23日，国会议长郑世均和朝
野各党党鞭在国会举行会晤，在
野党要求郑世均将改正案提上
国会议程，但遭执政党强烈反
对。郑世均表示，朝野双方目前
未能达成一致，因此改正案不具
备上交国会的条件。至此，独检
组调查期限延长的决定权再次
交由黄教安。据悉，黄教安将于
独检组调查期截止前一天(27日)
正式公布决定结果。

另有预测认为，朴槿惠总统
若想避免成为“史上首位遭弹劾
的在任总统”，则在宪法法院宣
布最终结果之前(3月初)主动卸
任的可能性也不能被排除。

韩媒：韩弹劾案27日最终庭审
5月中旬或举行大选

2 月 23 日，“东亚和平的新
愿景”学术研讨会暨第二次中日
和平学者对话会在南京成功召
开。此次会议是中日学者第二
次以共同展开和平研究为题的
学术会议。会议由南京大屠杀
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日本和平
学会、察哈尔学会、南京大学和
平学研究所主办。来自中日两
国 30多所院校、研究机构的 50
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本次对话会特邀现代和平
学研究开创者之一、“超越：和平
与发展研究中心”创始人、“和平
学之父”、挪威专家约翰·加尔通
教授专程来宁参加，并作了《论

中日和平》的专题报告。
本次对话会共有 20位专家

作主旨发言，在充分表达观点和
自由讨论的基础上，与会专家学
者达成并发布《南京共识》如下：

中日两国和平学者通过在
南京的深入讨论交流，共同认识
到：要正视历史，记取战争的惨
痛教训，竭尽全力防止战争悲剧
重演。要坦诚相待，加深民间对
话与交流，巩固中日两国人民互
信友好的根基。要着眼未来，加
强青年人的培养，撒播中日两国
世代友好的种子。要维护和平，
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为东
亚与世界和平作贡献。

中日学者发布《南京共识》:
正视历史，撒播友好的种子

东台市鸿源祥绣品有限公
司股东会于2016年 8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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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杨闳滨

联系电话：0515-85288268
地址：东园新村车库楼
邮编：224200

东台市鸿源祥绣品有限公
司清算组

2017年2月24日

注销公告

梅开和遗失《中华人民共和
国残疾人证》，肢体，四级，证号：
32091919451027347444，声 明
遗失。

东台市恒大机械厂遗失于
2002 年 11 月 14 日办理的组织
机构代码证号为：74372592-6
的代码证书副本，声明作废。

东台市鸿源祥绣品有限公
司 （ 注 册 号 为 ：
320981000035183）遗失营业执
照 正 本 一 本 ，编 号 为 ：
320981000201104190018S， 声
明作废。

东台金洲置业有限公司因
保管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

废。
东台市富安镇农经站因保

管不慎遗失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副本一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12320981468318567T，声明
遗失。

王韶山因保管不慎遗失人
民警察证，编号:099898，特此声
明。

王海波遗失苏JOX066车辆
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证号为：盐 320981309999，声明
作废。

王美凤遗失养老保险手册，
个人代码为：2080279127，声明
作废。

2 月 23 日，驻澳门部队战
士业余文工队表演歌舞《澳
门大观》。当日，驻澳门部队
战士业余文工队走进澳门大
学校园，与该校师生开展“中
国故事”文化联谊活动。

东台市清淤造地有限公司、
弶港镇渔舍居委会对所辖范围
内的554.28亩淡水养殖塘（位置
在方塘闸南、铿达集团西、海堤
公路东、市水产场北）联合进行新
一轮对外公开竞价发包，共设1
个标段，底价700元/亩，发包期
限3年。凡有意者请于公告发布
之日起至2017年3月3日15：00
前携带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或身
份证及其复印件到清淤公司或
渔舍居委会报名，并在此期间自
行现场勘察。竞价投标活动定
于 2017 年 3 月 3 日 15：00 在市

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会议室
进行。具体事项详见清淤公司
和渔舍居委会联合发布的招标
文本。

联系人：东台市清淤造地有
限公司

殷伯森13815590205
程仁俊18921837999
东台市弶港镇渔舍居委会
石平芳15312899668
许其生13584784086

东台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17年2月24日

【国资信息】

淡水鱼塘发包公告

一、招标条件
1、工程名称：天仙路下水改造及局

部路基维修工程
2、招标人：东台市五烈镇人民政府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本次招标项目的建设地点：广山

社区天仙路
2、本招标工程共计一个标段：
详见招标人提供的设计图纸和工

程量清单中全部施工内容。
3、计划工期：30日历天。
4、招标内容: 详见招标文件。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的独立

法人企业；
2、投标人资质等级要求：投标企业

具有有效的市政公用施工总承包三级
及以上资质；

3、项目负责人(注册建造师)要求：
拟用于本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具有二级
及以上市政公用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
（项目负责人必须参加开标会议）。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1、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17 年 2

月24日至 2017年3月1日上班时间
2、报名地点：东台市东达路 52号

富贵家园西侧江苏建博工程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3、报名资料：单位介绍信（或委托
书）、营业执照、资质证书、报名人的有
效身份证复印件需提供原件。

4、报名费：200元每标段（售后不
退）

五、评标方式：合理低价法（K值）。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姜钰 、常剑锋、时进
电 话 ： 15195547095、

13905110667、13064873972
五烈镇招投标办公室

2017年2月24日

招 标 公 告

印刷:盐阜大众报报业集团印务有限公司

一、招标条件
1、工程名称：天仙路东侧至发财桥

路基维修工程
2、招标人：东台市五烈镇人民政府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本次招标项目的建设地点：天仙

路东侧至发财桥路
2、本招标工程共计一个标段：
详见招标人提供的设计图纸和工

程量清单中全部施工内容。
3、计划工期：60日历天。
4、招标内容:详见招标文件。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的独立

法人企业；
2、投标人资质等级要求：投标企业

具有有效的市政公用施工总承包三级
及以上资质；

3、项目负责人(注册建造师)要求：
拟用于本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具有二级
及以上市政公用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
（项目负责人必须参加开标会议）。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1、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17 年 2

月24日至 2017年3月1日上班时间
2、报名地点：东台市东达路 52号

富贵家园西侧江苏建博工程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3、报名资料：单位介绍信（或委托
书）、营业执照、资质证书、报名人的有
效身份证复印件需提供原件。

4、报名费：200元每标段（售后不
退）

五、评标方式：合理低价法（K值）。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姜钰 、常剑锋、时进
电 话 ： 15195547095、

13905110667、13064873972
五烈镇招投标办公室

2017年2月24日

招 标 公 告

一、招标条件
1、工程名称：五烈镇旭日河景观驳

岸工程
2、招标人：东台市五烈镇人民政府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本次招标项目的建设地点：东台

市五烈镇旭日河两侧
2、本招标工程共计一个标段：
详见招标人提供的设计图纸和工程

量清单中全部施工内容。
3、计划工期：40日历天。
4、招标内容: 详见招标文件。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的独立法

人企业；
2、投标人资质等级要求：投标企业

承建过类似工程业绩且具有市政公用施
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或园林绿化施工专
业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

3、项目负责人(注册建造师)要求：
拟用于本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具有二级及
以上市政公用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或中
级及以上园林专业职称（项目负责人必
须参加开标会议）。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1、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17年 2月

24日至 2017年3月1日上班时间
2、报名地点：东台市东达路52号富

贵家园西侧江苏建博工程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3、报名资料：单位介绍信（或委托
书）、营业执照、资质证书、报名人的有
效身份证复印件需提供原件。

4、报名费：200 元每标段（售后不
退）

五、评标方式：合理低价法（K值）。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姜钰 、常剑锋、时进
电话：15195547095、13905110667、

13064873972
五烈镇招投标办公室
2017年2月24 日

招 标 公 告

南沈灶镇 2017 年垃圾池新建工
程，目前具备招标条件，面向社会公开
招标：

一、工程概况：
1. 工程名称：南沈灶镇垃圾池新建

工程。
2. 工程规模：主干道垃圾池300个，

规格长1.5m、宽1.2m、高（前1.0m，后侧
1.2m）单墙两边粉刷，其中80个垃圾池
外侧增设混凝土平台 1.2m*1.0m，厚度
8cm。（详见招标文件）

二、工程地址：南沈灶镇境内。
三、资质要求：建筑、市政三级以上

资质单位。报名时必须提供授权委托书
原件、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资质证
书复印件（盖章）、安全许可证复印件
（盖章）、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等。

四、报名时间及地点：2017 年 2 月
25 日上午 9 时至 2017 年 3 月 1 日上午
11时，报名地点在南沈灶镇招投标办。

联 系 电 话 ： 0515-69989612
15295380137

南沈灶镇招投标办公室
2017年2月24日

招 标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