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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
于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认
证、标识体系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就贯彻落实《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的“建立
统一的绿色产品体系”作出部署。

《意见》指出，要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战略基点，坚持统筹
兼顾、市场导向、继承创新、共建
共享、开放合作的基本原则，充分
发挥标准与认证的战略性、基础
性、引领性作用，创新生态文明体
制机制，增加绿色产品有效供给，
引导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全面
提升绿色发展质量和效益，增强
社会公众的获得感。到2020年，

初步建立系统科学、开放融合、指
标先进、权威统一的绿色产品标
准、认证与标识体系，实现一类产
品、一个标准、一个清单、一次认
证、一个标识的体系整合目标。

《意见》明确了7个方面重点
任务。一是统一绿色产品内涵和
评价方法，基于全生命周期理念，
科学确定绿色产品评价关键阶段、
关键指标，建立相应评价方法与指
标体系。二是构建统一的绿色产
品标准、认证与标识体系，发挥行
业主管部门职能作用，建立符合中
国国情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
识体系。三是实施统一的绿色产
品评价标准清单和认证目录，依据

标准清单中的标准实施绿色产品
认证，避免重复评价。四是创新绿
色产品评价标准供给机制，优先选
取与消费者吃、穿、住、用、行密切
相关的产品，研究制定绿色产品评
价标准。五是健全绿色产品认证
有效性评估与监督机制，推进绿色
产品信用体系建设，运用大数据技
术完善绿色产品监管方式，建立指
标量化评估机制，公开接受市场检
验和社会监督。六是加强技术机
构能力和信息平台建设，培育一
批绿色产品专业服务机构，建立
统一的绿色产品信息平台。七是
推动国际合作和互认，积极应对
国外绿色壁垒。

《意见》提出了 4 项保障措
施。一是加强部门联动配合，建
立绿色产品标准、认证与标识部
际协调机制，统筹协调相关政策
措施。二是健全绿色产品体系配
套政策，加强重要标准研制，建立
标准推广和认证采信机制，推行
绿色产品领跑者计划和政府绿色
采购制度。三是营造绿色产品发
展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各
有关部门、地方各级政府应结合
实际促进绿色产品标准实施、认
证结果使用与效果评价，推动绿
色产品发展。四是加强绿色产品
宣传推广，传播绿色发展理念，引
导绿色生活方式。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统一的
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的意见》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教育部
近日发布《关于做好2017届全国
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
作的通知》。《通知》提出，引导和
鼓励毕业生到城乡基层就业；鼓
励毕业生到中小微企业就业；支
持高校毕业生到国际组织实习任
职；持续做好大学生征兵工作等。

《通知》要求，各地各高校要
严格按照就业统计工作要求，通
过“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
统”及时上报、更新就业信息，确
保数据真实准确。认真落实就业
签约“四不准”要求，不准以任何
方式强迫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和
劳动合同，不准将毕业证书、学位
证书发放与签约挂钩，不准以户
档托管为由劝说毕业生签订虚假
协议，不准将顶岗实习、见习证明
材料作为就业证明材料。不得发
布含有歧视性内容的招聘信息，
严密防范招聘欺诈、求职陷阱
等。要确保校园招聘等活动安
全、有序，防止挤踏等意外事故发
生。

教育部：不准以任何
方式强迫毕业生签
订就业协议

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
大利、加拿大等六国 12月 7日
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叙利亚政
府立刻停止对叙城市阿勒颇的
攻击。

法国总统府7日发布的新
闻公报援引联合声明称，“受到
俄罗斯和伊朗支持的”叙政府
军停止战事才能使得联合国向
阿勒颇东部民众提供人道主义
救援。此外，西方六国已准备
好对支持叙政府或以其名义行
事的团体和个人采取新的限制
措施。

舆论认为，西方多国此举
欲以“人道主义”旗号继续向叙
政府和俄罗斯施压。

今年9月以来，叙利亚政府
军先将阿勒颇东部的武装分子

包围在南北走向的狭长地带
内，并于11月下旬加大在阿勒
颇的军事行动力度，目前已收
复武装分子控制区北部全部区
域。

叙政府军已多次要求武装
分子撤离阿勒颇或缴械投降，
并于 10月下旬和 11月初在阿
勒颇单方面实行了两轮“人道
主义临时停火”，以便围困在阿
勒颇东部地区的平民和反政府
武装人员撤离。

分析认为，随着叙政府军
日益占据上风，支持叙反政府
武装的西方国家近期频频以

“人道主义”名义施压叙利亚政
府停止攻击，实质上是为叙利
亚反对派提供喘息之机。

西方多国要求
叙利亚政府停战

最高人民法院 12月 7日召
开会议提出，全国各级人民法院
要充分认识执行案件依法移送
破产审查工作的重要意义，推动

“执转破”工作全面顺利开展，统
筹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和企业
破产难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
委员杜万华在全国法院“执转
破”工作视频会议上说，“执转
破”工作总的精神是：执行法院
发现被执行企业法人符合破产
条件，经有关当事人同意后执行
法院应当及时将企业移送破产
程序，通过破产来化解相关矛盾

纠纷。
杜万华表示，要严格把握

“执转破”的对象、破产原因、意
思三个法定要件，减少程序转换
的随意性，确保“执转破”依法高
效有序进行。要合理确定“执转
破”案件的管辖，坚持破产案件
的地域管辖原则，积极探索实行
以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为原则、基
层法院管辖为例外的级别管辖
制度，促进司法资源恰当配置。
要严格遵循“执转破”的决定程
序、移送程序、审查处理程序等
流程，确保程序转换合法规范有
序。要做好“执转破”程序中的

案件材料移送、财产交接管控等
配套工作，有效保护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

他表示，要切实树立全国一
盘棋思维，积极推进执行案件移
送破产审查工作，坚决克服地方
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杜绝
部门本位主义。要推进破产审
判机构专业化建设，全面推进破
产审判信息化，建立健全破产费
用保障机制，切实避免企业因不
能支付破产费用而无法继续进
行破产程序进而执行难变异为
破产难。

最高法：通过“执转破”统筹解决
法院执行难和企业破产难

据外媒 12 月 7 日报道，美
国《时代周刊》宣布把该杂志
2016年年底风云人物的头衔给
了当选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特朗普得以拿下此一头衔
的主要原因就是今年11月在不
被看好的情况之下，在美国总
统大选中代表共和党击败了民
主党的对手希拉里·克林顿。

得知消息之后不久，特朗
普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晨间节
目《今日》上表示感谢，形容是
对他“意义重大”的“殊荣”。

2016年度风云人物入选名
单上有希拉里·克林顿、俄总统
普京，而英国独立党前领导人
法拉奇也在列。

其他入选的还包括脸书
Facebook执行长扎克伯格、印
度总理穆迪、土耳其总统埃尔
多安等人。

最后决选名单是普京、希
拉里·克林顿以及特朗普，而根
据《时代周刊》的总编吉布斯的
说法，特朗普出线是“颇为直截
了当”。

《时代周刊》说，特朗普改
写了美国政治的游戏规则，《时
代周刊》每年都会邀请该杂志
的读者投票给心目中认为应该
赢得此一头衔的人。

不过最后还是由《时代周
刊》的编辑们决定谁是年度的
风云人物。

特朗普当选《时代》
2016风云人物

据日本媒体报道，因今年
与往年相比提早进入流感高发
期，日本国内加湿器的销售额
不断增长。据市场调查公司
GfK Japan（东京）消息，加湿器
在日本全国的家电卖场11月销
售 额 同 比 大 幅 增 加 ，上 升
35%。一部分生产厂家已经开
始推出增产措施，以应对未来
需求的扩大。

GfK Japan调查显示，日本
各地11月的平均气温较去年有
所下降，取暖器销售额也增加
了 13%。据分析，随着流感相
关报道增多，同时使用取暖器
和加湿器的人也会增加。

在 BIC CAMERA 新宿西
口店，小型低价的超音波加湿
器非常有人气。据悉，也有很
多重视设计的人选择购买加湿
器作为装饰品。相关负责人
说：“进入 11 月后天气突然变
冷，大家也开始在意起干燥问
题了。”

生产加湿器的 DAINICHI
工业公司称，12月的生产数量
将增加约30%。因流感高发期
提前到来，预计开年以后的需
求 将 提 前 至 12 月 ，因 此
DAINICHI 工业公司决定增加
产量。

日本流感提前来袭
加湿器畅销厂家增产

12 月7 日，南京农业大学工学院大学生设计制造的节能赛车和方程式赛车吸引了众多的目光。当日，
以“知我南农，爱我南农”为主题的校园博览会在南京农业大学校园内举行，来自 17 个学院的大学生们带
来动植物标本、动感赛车、茶叶茶道表演等展示，通过展板、游戏等多种方式，激发学生对专业的热情。

12 月 7 日，河南省三门峡市天
鹅湖湿地公园吸引众多摄影爱好
者，这里成为全国最著名的拍摄天
鹅的“圣地”。每年冬季，成千上万
只白天鹅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到
三门峡越冬，是中国内陆最大的白
天鹅栖息地，这里也成为了全国闻
名的“天鹅之城”。

东台市城东新区应急避难
场所及公共停车场地下车库土
石方工程，现面向社会公开招
标，具体事项如下：

一、工程概况：
东台市城东新区应急避难场

所及公共停车场地下车库土石
方工程施工，挖土基坑支护和周
边防护、降排水等，完成招标人
提供的施工图纸和工程量清单
中全部施工内容。工程造价约
48万元；工期要求：20日历天；本
工程评标定标办法采用合理低
价法；其余事项详见招标文件。

二、投标者资质

1、投标人具备的主要资格条
件：（1）企业具有三级及以上地
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资质；（2）
项目负责人为二级及以上建筑
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

2、投标者报名时需携带：法
人授权委托书、单位营业执照复
印件、资质证书复印件等相关资
料；其余事项详见招标文件。

3、投标者报名时需携带：本
人身份证并缴纳报名费300元/

套，领取相关资料，报名费不退。
三、报名、开标时间及地点：
报名时间：2016年 12月 9日

上午 8 时至 2016 年 12 月 10 日
中午 11 时；2016 年 12 月 12 日
上午 8 时至 2016 年 12 月 13 日
中午12时

报名地点：城东新区科创大
厦0510、4楼西侧招标办公室

联系人：袁丹蕾、贲洲 电话：
13655116881 15949107011

开标时间、地点：2016 年 12
月 14日上午9时科创大厦一楼
西裙楼会议室。

城东新区招投标办公室
2016年12月9日

招标公告

我处方塘河闸管理所管辖
范围内现有部分土地，对外发包
种植，采取以现状向社会公开招
标。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段范围及标段：弶东
海堤外青坎土地，落水面积约
480亩。

二、种植承包期限：2016年
12月20日至2021年10月31日。

三、招标竞价时间、地点：
2016 年 12 月 14 日上午 9 时。
地点在东台市堤闸管理处三楼
会议室。

四、招标要求：

1.凡愿意承包种植上述范
围土地，认同承包合同双方权利
义务（详见合同式样）的单位和
个人均可参加竞标。

2.投标者报名时必须缴纳
投标信誉保证金壹拾万元整。
缴存到（户名：东台市堤闸管理
处，开户行：东台农行沿海经济
区 支 行 ， 账 号 ：
10423301040001449）。报名时
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16
年12月14日上午9时止。

3.投标者必须携带投标信誉
保证金缴款凭证、营业执照和委
托人或本人身份证参加投标。

如不中标，当场退回投标信誉保
证金。

五、请有意投标者到现场踏
勘，具体地段范围以方塘河闸派
人点交的范围为准。

六、其他:
1.招标后6天内签订合同。
2.发包方在合同签订后，6

日内按现状交付土地给乙方。
方 塘 闸 联 系 人 ：陈 悦
13851300248， 郜 恒 德
13851035549 丁 年 宽
13182122459

2016年12月8日

【国资信息】

东台市堤闸管理处土地承包种植招标公告

1、东台市水务局的《东台市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编
制项目按照省政府办公厅（苏政
办发〔2016〕56号）文件要求需
要编制，工程所需资金在 2015
年度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绩
效考评奖补资金中安排，现已落
实。现邀请合格的潜在投标人
参加本工程的投标报名。

2、江苏鸿成工程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受招标人委托具体负
责本工程的招标事宜。

3、工程概况
（1）项目地点：东台市境区
（2）项目规模：约20万元
（3）履行期限：30个日历天

内出成果报告（不含评审时间）
（4）质量要求：符合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行业技术规范标准
及工作大纲要求，并通过东台市
人民政府审核批复。

4、本招标工程共分一个标
段，相应招标内容如下：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
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意见》
（国办发〔2016〕2号）及省政府
办公厅《关于推进农业水价综合
改革的实施意见》（苏政办发
〔2016〕56号）等文件精神执行；
方案具体内容包括基本情况、改

革思路、具体任务、总结考核、
五年实施安排（按年度细化内
容）、保障措施等方面。

5、申请人应当具备的主要
资格条件：

（1）申请人资质类别和等
级：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水
利工程咨询乙级及以上资质。

（2）拟选派项目负责人资
质等级：应具备水利工程专业高
级工程师或以上职称。

（3）申请人类似项目业绩：
2011年以来承接过类似实施方
案编制（须通过评审）业绩。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投标。

6、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
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

7、投标申请人请在2016年
12月 9日至12月14日（公休日
不休息），每日上午 9 时至 12
时，下午 3时至 6时，到东台市
嘉和名城 7 号楼一单元 205 室
（北海西路6号）购买招标文件，
售价：300元/份，售后不退。

8、其他：本工程开标时间
为2016年12月19日15时。

联系人：陈霞
电话：13401796596

2016年12月9日

《东台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实施方案》编制项目招标公告

1、江苏省新曹农场花舍供电
管理中心处理旧材料已经批准。
现邀请合格的潜在投标人参加本
项目的投标竞价。

2、竞标内容
3150 KVA旧变压器一台，约

8.45t;旧钢芯铝绞线约2t，部分铁
件约1t。

3、竞标人应当具备的主要资
格条件：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能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或独
立法人单位。

4、本项目竞标定标办法采用
最高价中标 。

5、竞标申请人必须委派本单
位正式人员携带本人身份证于二
○一六年 十二 月十一 日 九 时
三十分前至江苏省新曹农场花舍
供电管理中心参加本项目的投标
竞价，同时携带壹万贰仟元（人民
币）竞标保证金。联系人及电话：
何 成 江 15061688678 徐 坤 俊
13896209318

江苏省新曹农场
2016年12月8日

江苏省新曹农
场花舍供电管
理中心处理旧
材料竞标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