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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顾新民因保管不慎遗失太
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盐城中心
支公司商业险发票一份，发票流
水号为：05938868，声明遗失。

东台市曹存洋瓜果蔬菜专
业合作社遗失于2010年 1月 27
日办理的税务登记证副本，发证
机关为：东台市国家税务局，证

号为：320981550252106，声明
遗失。

常伦秀因保管不慎遗失东
台金洲置业有限公司于2015年
4月 19 日所开的销售不动产统
一发票（电子）发票联（第一联），
发票代码为：232091500100，发
票号码为：01069725，声明遗失。

华中科技大学、郑州大学系经教育部
批准远程教育试点大学及国家211工程
大学，现在东台常年开设大专、本科学历
专业有：工程造价、建筑工程、会计学、金
融学、工商、物流、法学、机电一体化、计算
机、旅游管理、护理学、药学、管理学教育

类等。学习形式网上学习为主，两年半考
试通过拿证。常年开办江苏省会计从业
资格、会计初中级职称、一级二级建造师
（考前3天封闭训练专家点题）培训班。可
帮助企业设计网站及产品销售推广。

地址：东台市百佳电脑学校（时代大
厦北门三楼、步行街东首）

电话：85263311 18901419666
QQ:1165137442 www.jsdtbj.com

通 知

专 业：法律、会计、工商
管理、土木工程、金融、机械、化
工、农学、中小学各科、工程管
理、农业资源与环境、机电一体
化技术等多个大专和本科专
业，详情请见招生简章。

开放教育：国家开放大学、
江苏开放大学

奥鹏教育：大连理工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东北农业大学

报名地点：东台开放大学办

公楼二楼招生办（惠民路9号）
联 系 热 线 ：85213269、

85106216
报名时间：国家开放大学

专业报名：从即日起至2017年
3月3日止；

江苏开放大学专业报名：
从即日起至 2017 年 3 月 28 日
止；

奥鹏教育专业报名：从即日
起至各院校的招收截止时间。

东台开放大学（原东台电大）2017年春季开始招生

国家承认学历 教育部电子注册

1、东台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
开发区2017年度市政道路井盖维修
项目已经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批准建设，项目所需资金来
源是自筹，现已落实。现邀请合格
的潜在投标人参加本项目的投标报
名。

2、东台市兴华招标代理有限公
司受招标人委托具体负责本项目的
招标事宜。

3、项目概况：
（1）项目地点：东台经济开发区

内
（2）工程规模：造价约 11.56 万

元。
（3）周期：一年。
（4）质量标准：合格。
4、本项目招标内容及要求：
东台经济开发区2017年度市政

道路井盖维修项目施工，完成招标
人提供的报价表全部施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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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级及以上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
承包资质的企业；

（2）拟选派项目负责人资质等
级：二级及以上市政工程专业注册
建造师。

6、资格审查办法：资格后审。
7、评标定标办法：由初审合格

的投标人在开标现场进行竞价，具
体办法现场公布。

8、请申请人于二○一七年一月
十九日八时至二○一七年一月二十
五日十八时上班时间，委派本单位
正式人员到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局204办公室（管
委会路西二楼）获取文件，售价：300
元/份，售后不退。

联系人：房丹
电话：0515-85319200
招标人地址：东台市经三路6号
联系人：王阳羊
电话：0515-85251201
代理机构地址：东台市东达翰林

缘商铺12-104号
2017年1月18日

招标公告

1、东台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富新
安置区东侧地块绿化工程已经江苏东台
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批准建设，工程
所需资金来源是自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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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市兴华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受
招标人委托具体负责本工程的招标事
宜。

3、工程概况
（1）工程地点：东台经济开发区内
（2）工程规模：造价约49.8万元。
（3）质量标准：合格。
（4）工期：30日历天
4、本招标工程共分一个标段，招标

内容如下：富新安置区东侧地块绿化工
程施工，完成招标人提供的工程量清单
中全部施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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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三
级及以上园林绿化施工资质；

（2）拟选派项目经理资质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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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职称。

6、资格审查办法：资格后审
7、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用：经评

审的最低投标价法。
8、请申请人于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九

日八时至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十八
时上班时间，到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局204办公室（管委
会路西二楼）获取招标文件及相关资料，
售价：300元/份，售后不退。

联系人：房丹
电话：0515-85319200
地址：东台市经三路6号
联系人：王阳羊
电话：0515-85251201
地址：东达翰林缘商铺12-104号

2017年1月18日

招标公告

1、东台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国华
风电北侧地块绿化工程已经江苏东台经
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批准建设，工程所
需资金来源是自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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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市兴华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受
招标人委托具体负责本工程的招标事
宜。

3、工程概况
（1）工程地点：东台经济开发区内
（2）工程规模：造价约49.8万元。
（3）质量标准：合格。
（4）工期：30日历天
4、本招标工程共分一个标段，招标

内容如下：国华风电北侧地块绿化工程
施工，完成招标人提供的工程量清单中
全部施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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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三
级及以上园林绿化施工资质；

（2）拟选派项目经理资质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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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职称。

6、资格审查办法：资格后审
7、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用：经评

审的最低投标价法。
8、请申请人于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九

日八时至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十八
时上班时间，到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局204办公室（管委
会路西二楼）获取招标文件及相关资料，
售价：300元/份，售后不退。

联系人：房丹
电话：0515-85319200
地址：东台市经三路6号
联系人：王阳羊
电话：0515-85251201
地址：东达翰林缘商铺12-104号

2017年1月18日

招标公告

1、东台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乐居
路两侧绿化工程已经江苏东台经济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批准建设，工程所需资金
来源是自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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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市兴华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受
招标人委托具体负责本工程的招标事
宜。

3、工程概况
（1）工程地点：东台经济开发区内
（2）工程规模：造价约41.0万元。
（3）质量标准：合格。
（4）工期：30日历天
4、本招标工程共分一个标段，招标

内容如下：乐居路两侧绿化工程施工，完
成招标人提供的工程量清单中全部施工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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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三

级及以上园林绿化施工资质；
（2）拟选派项目经理资质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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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职称。

6、资格审查办法：资格后审
7、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用：经评

审的最低投标价法。
8、请申请人于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九

日八时至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十八
时上班时间，到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局204办公室（管委
会路西二楼）获取招标文件及相关资料，
售价：300元/份，售后不退。

联系人：房丹
电话：0515-85319200
地址：东台市经三路6号
联系人：王阳羊
电话：0515-85251201
地址：东达翰林缘商铺12-104号

2017年1月18日

招标公告

1、东台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
站前路西侧苗圃工程已经江苏东台
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批准建设，
工程所需资金来源是自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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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市兴华招标代理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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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地点：东台经济开发区内
（2）工程规模：造价约49.8万元
（3）质量标准：合格
（4）工期：30日历天
4、本招标工程共分一个标段，

招标内容如下：站前路西侧苗圃工
程施工，完成招标人提供的工程量
清单中全部施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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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级及以上园林绿化施工资质；
（2）拟选派项目经理资质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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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职称。

6、资格审查办法：资格后审
7、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用：

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
8、请申请人于二〇一七年一月

十九日八时至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
五日十八时上班时间，到江苏东台
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局
204办公室（管委会路西二楼）获取
招标文件及相关资料，售价：300元/
份，售后不退。

联系人：房丹
电话：0515-85319200
地址：东台市经三路6号
联系人：王阳羊
电话：0515-85251201
地址：东达翰林缘商铺 12-10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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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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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 1月 14日发
表题为《美国的下一个秘密武器(能使一座城市
瘫痪):电磁脉冲炮弹》的文章,如果美国陆军能
如愿以偿,那么美国的下一个秘密武器可能会
是能使敌方城市陷入瘫痪的电磁脉冲炮弹。

这些特殊炮弹中不会装填烈性炸药,而是
会爆发出电磁脉冲,或运用其他非动能技术。
这种炮弹能破坏连接现代社会的电脑、无线电
通信、网络连接等,而且不会造成任何物理伤
害。

这有点儿像20世纪版的中子弹。设计这
种臭名昭著的冷战武器是为了通过爆发出的辐
射杀死苏联士兵,并且几乎不会损坏任何财
物。不同点在于,电磁脉冲炮弹的目标是维持
国家运行的射频网络。

无线射频网络在关键基础设施和通信系统
中的广泛应用提供了一个可选择的攻击方向,
能够用来破坏对手的基础工业、民用和通信基
础设施,而且不会损坏这些系统中的硬件设
施。基于炮弹的微电子技术和电力技术的进步
使得通过炮弹发动非动能网络攻击和电磁——
或电子战——攻击成为可能。通过对靠近目标
的、具有非动能效果的电子设备载荷的精确配
给,能够实现低功率运行,这能够限制受影响系
统的地理范围,并且也能降低对电磁波谱的总
体影响。

美媒:
美军欲研制电磁脉冲炮弹

一发瘫痪一座城市
社科院、腾讯理财

通 1 月 17 日联合发布
的《国人工资报告》显
示,2004 到 2015 年 间
国内工资水平上涨约3
倍,而 2005 年至 2016
年,居民工资理财规模
增长近10倍。分析称,
在日常开销渐增的背景
下,国民的理财意识已
由被动储蓄转为主动理
财。

报告指出,不同行
业的工资水平呈现高者
愈高、低者愈低的“马太
效应”。以高薪著称的
金融业连年占据行业工
资排行首位,IT等高新
技术产业紧随其后,而
农林牧副渔、零售和批
发业、水利等行业工资
水平持续低于全国水
平。

在地域上,北京和
上海在 2015 年的工资
水平分别达到11.1万元
和 10.9 万元,大幅领先
其他地区,河南、黑龙江

等中部及东北地区工资
水平增长幅度缓慢。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2000年以后,城镇居民
家庭工资性收入占家庭
总收入的比重呈持续
下降趋势,而投资、经
营等具有主动理财性
的 收 入 占 比 不 断 加
大。“工资理财规模”能
反映这一变化,其主要
指居民工资中主动理
财的支出额占可支配
收入的比重。数据显
示,2005 年至 2016 年,
我国居民工资理财规模
增长近10倍,而同期工
资增长不足3倍。

报告称,“人们通过
银行储蓄带来的本金增
值已经无法满足日渐增
长的开销,因此开始寻
求更高收益的理财行
为。”报告预测,到2020
年,我国居民互联网理
财规模将达到 16.74 万
亿元。

全国工资水平
11年涨近3倍

1 月 17 日,工信部连
续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
规划、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发展规划和大数据产业
发展规划。业内认为,工信
部发布的三份规划涉及信
息技术产业中极为重要的
通信、软件服务和大数据
三个领域,旨在促进上述
三个领域的产业发展,进

而带动“十三五”期间信
息技术产业的整体发展。

这三份规划针对各自
领域提出了“十三五”期
间的产业发展目标。例
如,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
划要求,到“十三五”末,
覆盖陆海空天的国家信息
通信网络基础设施进一步
完善,互联网设施与资源

能力大幅提升,现代互联
网产业体系初步形成,信
息通信技术掌控力显著增
强。

三份规划还提出了具
体的产业发展措施。例
如,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
提出,“十三五”期间实施
大数据关键技术及产品研
发与产业化工程、大数据

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工业
大数据创新发展工程、跨
行业大数据应用推进工程
等多个行业重点工程,并
在制造业、电信、互联网、
金融等领域推进大数据应
用和服务。

工信部介绍,推出上
述三份规划是为了适应信
息产业发展趋势,通过推

动核心领域的发展,来带
动整个信息产业的全面发
展。

2016 年 12 月 27 日,
国务院正式印发“十三
五”国家信息化规划,计
划到 2020 年信息产业收
入规模达 26.2 万亿元,信
息消费规模达到 6 万亿
元,电子商务交易规模超

过38万亿元,网络零售额
达到10万亿元。

业内认为,目前信息
产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
展的重要推动力,上述规
划出台,进一步明确了

“十三五”期间我国信息
产业的发展目标,有助于
信息产业继续保持健康高
速发展。

工信部连发三规划力促信息产业发展
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风向标”达沃斯世界

经济论坛1月 16日在瑞士东南部小镇达沃斯
召开。金融科技的热门词汇“区块链”的热度也
传到了达沃斯。

瑞士时间1月17日晚,全球领先的区块链
科技公司Bitfury和国际法律事务所Coving-
ton共同宣布,世界首个全球区块链理事会成
立。来自中国的中国并购公会创始会长王巍、
中国信贷科技副主席兼执行总裁彭耀杰等以理
事身份参加了成立仪式。

全球区块链理事会旨在让企业管理者了解
区块链技术,帮助有意应用区块链技术的企业
实现他们的目标,并为商务和技术专家提供一
个区块链技术应用领域的交流及合作平台。

达沃斯论坛成立首个
全球区块链理事会

海 信 日 前 发 布 的
《2016-2017 电视产业年
度发展报告》显示,2016
年中国彩电市场互联网电
视渗透率达到 84.7%,已
成消费标配。

数据显示,去年中国
彩电市场在全球彩电出
货量下滑的背景下逆势
增长,分析认为,这主要

受益于中国彩电消费市
场 高 端 产 品 需 求 的 增
长。从全球来看,中国市
场智能电视、4K 电视的
市场渗透率以及电视均
价和平均消费尺寸均超
越北美、西欧,跃居全球
第一。中国已成全球电
视消费风向标。

报告显示，2016年中

国彩电市场的互联网电视
渗透率高达84.7%。与之
相应,用户用网络来看电
视的习惯已经养成。海信
互联网用户大数据研究显
示,互联网电视用户日均
在线时长接近 5 个小时,
在线视频点播已经成为用
户看电视的第一选择,占
用户看视频时长的 68%

以上。
画质仍是用户购买电

视的第一关注要素,2017
年显示技术的比拼将成为
竞争主旋律。与此同时,
55 吋以上大平板占比预
计将达到 36.3%,市场份
额增幅5.4%,成为市场唯
一增长尺寸段。

互联网电视市场渗透率超8成

东台市清淤造地有限公司
现有14个标段的海水养殖鱼塘
(共 1282.43 亩)进行新一轮公
开对外竞价发包，基价定为
1320 元/亩，凡有意者请于公
告发布之日起至 2017 年 1 月
22日16：00前携带有效的营业
执照副本或身份证及其复印件
到公司养殖场（东台市弶港镇
海滨村北，海堤公路 14.7 公里
处向东1公里）报名，并在此期

间自行现场勘察。竞价投标活
动定于2017年1月23日10：00
在公司东台城区办公室进行。
具体事项详见市清淤造地有限
公司招标文本。

联系人：殷先生
13815590205
程先生
18921837999

东台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17年1月19日

[国资信息]

海水鱼塘发包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