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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设在慕尼黑的德国伊
福经济研究所3月27日公布的
数据显示，3月份德国商业景气
指数继续上升，达近6年来最高
值。

数据显示，3月份德国商业
景 气 指 数 从 上 月 季 调 后 的
111.1 点 上 升 至 112.3 点 ，为
2011年 7月以来最高值。此前
市场预期该指数会下跌。

商业景气指数上升表明德
国企业对经营现状满意，对前
景抱有信心。伊福经济研究所
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表示，德
国经济将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
头。

伊福商业景气指数被认为
是德国经济发展重要的“风向
标”和“晴雨表”，对观察德国经
济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德国商业景气指数
创近6年来新高

东台市人民医院需采购一批布
料、腈纶被、腈纶垫、枕心，诚邀合格
供应商前来报名。

1、资质要求：具有上述产品加
工制作或经销的企业。报名时提供
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身份证。

2、报名时间：2017年 3月 29日
至4月5日（上班时间）。

3、报名地点：东台市人医院门
诊八楼招标办。

联系电话：0515－85253977
联系人：王老师

公 告

根据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06]114号《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
（试行）规定，经东台市人民政府批准，拟协议出让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现将有关事项公示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东台市国土资源局协议出让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公示（2017－04）

东台市中合裕民农村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是由北京中合联投资
有限公司联合本地企业经江苏
省、市金融办批准成立的一家小
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8千万元，
以发放小额贷款为主营业务，是
供销合作社着力创新业态、服务
中小企业的平台。现面向社会招
聘信贷员2-3名。

岗位职责：
1.负责微小企业贷款营销推

广工作；2.为客户提供业务咨询服
务；3.负责微小企业客户的贷款申
请和调查分析工作；4.负责微小企
业贷款客户的贷后管理、维护和
清收工作等。

岗位要求：
1.年龄 30岁左右，身体健康，

五官端正; 2.大专及以上学历；3.
专业：金融、经济学、财会、法律等

方面专业优先考虑；4.有较强的
责任心及较强的沟通交流能
力；5.有较强的分析判断能力及
良好的市场开拓能力；6.有较强
的抗压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7.

能够熟练使用办公自动化软件。
公司实习3个月，其中一个月

为集中培训，后将根据实习期间
的表现情况择优录取。

福利待遇：
1、转正即缴纳五险一金 2、薪

酬=基本工资+餐补+通讯补助+
提成3、统一定制工装4、双休、法
定节假日休息 5、婚假、产假、病
假等按照江苏省相关规定执行 。

有意者请于 2017年 4月 5日
中午 12:00前将个人简历发电子
邮 件 至 zhongheyumin@163.
com，公司将会电话通知面试。

公司办事处：东台市供销合
作总社三楼

联 系 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0515-85032129

招 聘

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
近日批准发布《坐便器水效限定
值及水效等级》等125项国家标
准。新发布的标准主要涉及节
能节水、音视频监控、公共就业
服务、工业网络等领域。

在节能环保方面，《坐便器
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强制性
国家标准进一步加严坐便器水
效限定值，全冲水量最大限定值
从9升降到8升，平均用水量从
7.2 升降到 6.4 升。该标准的实

施将淘汰约20%落后产能，以坐
便器年销量 4000 万套估算，年
节水量将达到1.2亿吨。

在公共安全方面，《公共安
全视频监控数字视音频编解码
技术要求》（SVAC）是我国公共
安全视频监控领域的核心标准
之一，规定了公共安全视频监
控应用的数字视音频压缩编码
的解码过程，对于推进平安中
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
定、预防和打击暴力恐怖犯罪，

提升城乡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
义。

在公共服务方面，《公共就
业服务总则》围绕服务均等化、
以人为本的宗旨，在就业服务制
度、服务方式、服务场所、设备设
施等方面统一标准、明确职责、
规范流程，使城镇劳动者可享受
优质、高效、便利的就业服务，有
效提高了全国公共就业服务整
体水平。

我国发布节能节水等
领域125项国家标准

1、东台镇、经济开发区2017年
度省级农桥建设项目，已经省、市财
政部门批准，现决定邀请符合条件
的潜在投标人参加本项目投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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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地点：东台镇的四灶

居、三灶居、双坝村、苏何村、海堰
村、上官村、盈河村、兴灶村等 8个
村、经济开发区的普新村、正团村、
中合村、垛南村等4个村。

（2）施工工期：120 个日历天
（必须于2017年8月30日前竣工）。

（3）质量标准：合格
4、本招标工程分六个标段，标

段划分及相应招标内容如下：
一标段：拆建桥梁 3 座（东台

镇）；二标段：拆建桥梁 2 座（东台
镇）；三标段：拆建桥梁 2 座（东台
镇）；四标段：拆建桥梁 2 座（东台
镇）；五标段：拆建桥梁 3 座（东台
镇）、拆建桥梁1座（经济开发区）；
六标段：拆建桥梁 3 座（经济开发
区）。

每位申请人可参与上述多个标
段的投标报名，但最多只能中 2个
标。

5、申请人应当具备的主要资格
条件

（1）投标人资质类别和等级：三
级及以上水利水电工程或公路工程
施工总承包资质或者二级及以上市
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或桥梁工程
专业承包资质；

（2）拟选派项目负责人资质等
级：二级及以上水利水电工程或公
路工程或市政公用工程专业注册建
造师。

6、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用综
合评分法。

7、投标申请人可于2017年3月
29日9时到2017年4月5日下午18
时上班时间委派本单位正式人员携
带本人身份证原件、营业执照原件、
资质证书原件到东台市嘉和名城7
号楼 205 室购买招标文件。售价：
300元/标段（售后不退），投标诚信
保证金每个标段5000元，购买人单
位不参加投标的，不予退还诚信保
证金。

8、本项目开标时间为2017年4
月12日15时，开标地点详见招标文
件，开标前三天公布最高限价。

9、联系人：沈富根
电话13805111013
陆华山 电话 13770261886

东台镇、经济开发区2017年度
省级农桥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1、江苏省新曹农场 344 国道拆
迁安置房配套项目已经批准建设，工
程所须资金来源是自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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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况
（1）工程地点：江苏省新曹农场
（2）质量要求：合格
（3）工程规模：约40万元
（4）工期要求：30日历天
3、本招标工程设一个标段，招标

内容如下：
江苏省新曹农场 344 国道拆迁

安置房配套项目，完成招标人提供的
工程量清单及施工图纸包含的全部
施工内容。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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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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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及以上市政公用工程专业注
册建造师

5、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用合
理低价法。

6、投标申请人必须委派本单位
正式人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及以
下文件购买招标文件，可于2017年3
月 28日至 4月 1日上班时间到东台
市新民北路 7号二楼东首购买招标
文件及图纸，招标文件售价：300元/
份，售后不退。

⑴单位介绍信、被委托人身份证
(如需委托的)；

⑵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资质
证书副本、安全生产许可证；

⑶拟任项目经理建造师注册证
书及养老保险手册。

联 系 电 话 ：0515-85395506
13951484515

7、本项目开标时间、地点详见招
标文件。

2017年3月28日

江苏省新曹农场344国道拆迁
安置房配套项目招标公告（资格后审）

一、招标条件
1、工程名称：2017 年安丰镇

新榆、丰新村四处铁路下穿项目
后续配套工程

2、招标人：东台市安丰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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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榆、丰新村四处铁路下穿位
置

2、本招标工程共计一个标
段：详见招标人提供的工程量清
单中全部施工内容。

3、计划工期：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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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水利水
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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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或水利水电专业注册建造师（项
目负责人必须参加开标会议）；

4、项目负责人应具有类似工
程施工业绩。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1、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17

年4月6日前
2、报名地点：东台市安丰镇

招投标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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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元（售后不
退），投标诚信保证金2万元。

五、评标方式：经评审的最低
价法。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会计
电 话 ： 13270020208，

0515-85568206
安丰镇招投标办公室
2017年3月27日

招 标 公 告

2017 年南沈灶镇庆丰村、
安云村土地开发项目，目前具
备招标条件，面向社会公开招
标：

一、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2017 年南沈灶

镇庆丰村土地开发项目；2017
年南沈灶镇安云村土地开发项
目。（分开报名）

工程规模及标准：详见招
标文件。

2017年南沈灶镇庆丰村土
地开发项目：在原有沙石上建
2.5m宽，14cm厚C30标准的砼
路 2220m；2017 年南沈灶镇安

云村土地开发项目：在原有土
路上建 2.5m 宽，14cm 厚 C30
标准的砼路2225m。

二、工程地址：南沈灶镇境
内。

三、报名需带证件：水利、
建筑、市政三级及以上施工资
质证书、营业执照副本、安全生
产许可证、本人身份证、法人授
权委托书，曾经施工业绩证明
等材料。

四、报名时间及地点：2017
年 3 月 28 日上午 9 时至 2017
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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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

招 标 公 告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
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标准的通知》
（苏政办发[2015]124 号）和省财政
厅、省地税局《关于盐城市城镇土地
使用税税额调整方案的批复》（苏财
税[2016]44号）的要求，东台市城镇
土地使用税将于2017年1月1日起
执行新的税额标准。调整后的单位
税额标准及土地等级范围如下：

一、调整后的土地使用税年税
额标准

一等土地10元/平方米；二等土
地6元/平方米；三等土地4元/平方
米；四等土地2元/平方米。

二、土地等级范围

一等土地：金海路以南、范公路
以西、鼓楼路以北、东亭路以东的地
区。

二等土地：串场河以东、通榆河
以西、引江河以北、振兴路以南除一
等土地以外的地区。

三等土地：东台镇原范公集镇、
经济开发区、西溪景区除一等和二
等土地以外的其他地区。

四等土地：东台镇除一等、二
等、三等土地以外的地区、城东新
区、沿海经济区、其他建制镇、农场、
林场（包括所属行政村）。

盐城市东台地方税务局
2017年3月26日

盐城市东台地方税务局关于
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调整的通告

世界银行首席执行官克里
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近日
表示，中国正齐心协力建设更
加强大健康的金融体系，这将
有助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

格奥尔基耶娃在接受路透
社采访时对中国金融体系改革
表示赞赏，并表示强大健康的
金融部门有助于企业提升绩
效，清除表现不佳的公司，并为
创业创新提供支持。她说：“我
们不会看到两位数的经济增
长，但我们希望看到每一个百
分点都是更高质量的增长。”

她表示，中国初创企业近
年来有着惊人的增长和显著的
进步，中国在研发方面的投入
大幅提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重达2％，这一水平已与经合
组织经济体的平均水平持平。

她还赞扬中国政府推进税
收体制改革的做法。

面对全球保护主义抬头趋
势，格奥尔基耶娃表示，中国一
直在逐步对外开放市场，中国
领导人的坚定承诺预示着对外
开放进程将延续，这将令中国
更健康地参与国际竞争。

世行称赞中国金融改革
提升增长质量

民政部3月27日在京召开全国生
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会议要求，各地民政部
门和救助管理机构集中力量组织开展
全面检查整改，对不具备托养条件的，
要立即终止托养关系，对有违纪违法
行为的人员，要严肃查处。

会议指出，媒体报道的广东新丰
县练溪托养中心托养人员死亡事件，
暴露出救助管理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
题，救助和托养规定在有的地方没有
得到落实，对托养机构把关不严，个别
公职人员违规参与经营活动，严重侵
害了受助人员的合法权益。

民政部：无托养
条件托养机构将
被清理

国家邮政局 3 月 28 日发布 2016
年中国快递发展指数报告，我国快递
业务量规模继续稳居世界首位，在全
球占比超过四成，对世界快递业务量
增长的贡献率达60％。

报告显示，2016年快递支撑网络
零售额超过 4万亿元，占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比重达到 12.5％，直接服务
农产品外销超过1000亿元，直接服务
制造业产值超过 1200 亿元。国家邮
政局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监管研究处负
责人耿艳表示，快递业发展对培育壮
大新经济、加快发展新动能具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

耿艳说，快递普惠程度不断提升，
在服务国内产业转移、畅通农产品流
通渠道、推动消费公平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报告统计，从2010年每十
万人 4.8 个快递网点、增加至 2016 年
每十万人 15 个快递网点；从 2010 年
每千平方公里6.7个快递网点，增加至
2016 年每千平方公里 19.1 个快递网
点。

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快递服务公
众满意度持续提升。重点城市间 72
小时准时率连续两年改善；有效申诉
率连续四年下降，2016年快递有效申
诉率为 8.4 件/百万件快件，较上年下
降4.9件/百万件快件。

我国快递量全球
占比超四成

江西省东北偏远村庄——上饶县皂头镇三联村连日来成为远近驰名的“网红”村。艺术家们将当地
民房当做画布，巧手描绘体现当地“耕读传家”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农民生活的巨型 3D 壁画。25 人的团队，
历时 20 多天创作才完成。十里八乡的游人络绎不绝，许多人在 3D 壁画前留念，跟壁画中的人物、场景互
动，很是有趣。

二、其他事项：上述地块为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出让，拟受让人按
评估价扣除原划拨土地取得成本101.7元/㎡缴纳土地出让金。

若对以上协议出让有异议，请于2017年 4月4日前向东台市国土资源
局提出书面申请。

联系电话：0515-85109306 联系人：孔祥友
东台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3月27日

地块
编号

201711

拟
受让人

丁中东

土地位置

富安镇桑园村
一组

土地面积（㎡）

590.95

规划用
途

工业

容积率

1.8

出让年限
（年）

50

评估价
（元/㎡）

171

供地
条件

现状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地点：溱东镇公

墓内。
（2）质量标准：合格。
（3）建设单位：溱东镇人

民政府。
（4）施工总工期:30个日历

天。
二、招标内容：公墓内中心

路长约90米，宽6米，生态广
场面积约为 1500㎡，具体详
见设计图纸。

三、投标申请人应当具备
的主要资格条件：

（1）申请人资质类别和等
级：三级及以上市政公用工程
施工总承包；

（2）拟选派项目负责人资
质等级：二级及以上市政公用
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

四、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
采用最低价中标 。

五、投标人必须委派符合
条件的项目经理携带授权委
托书、单位及本人相关证件原
件购买招标文件及相关资料。

六、工程款支付：工程竣
工验收合格后付至50%，满一
年后审计付至审定额的80%，
满两年后结清余款。

七、报名时间
2017年3月29日8:30到

2017年4月2日18时。
八、报名地点：溱东镇招

投标办公室(513)
联系人：陈振燕
联 系 电 话 ：

0515-69989389
15851030119

2017年3月28日

溱东镇公墓中心路、广场工程
招标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