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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月 26日是第 17个世
界知识产权日，国家知识产权
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
家版权局 25日联合在国务院新
闻办举行发布会，公布了2016年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据介
绍，2016年我国知识产权发展保
持良好势头，国内有效发明专利
拥有量突破100万件，PCT国际
专利申请受理量超过4万件；受
理商标注册申请 369.1 万件，已
连续15年居世界第一位；全年著
作权登记总量达到200.76万件，
同比增长22.33%。

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
雨介绍，2016 年，国务院首次将
知识产权工作列入国家重点专项
规划，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
景下，知识产权是创新的激励机
制和有效的制度供给，是促进创
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全要素生
产率的关键；国务院印发的《“十
三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
规划》也指出，要提高知识产权
质量效益，实施专利质量提升工
程，实施商标战略，打造精品版
权。到2020年，每万人发明专利
拥有量将从2015年的6.3件增加

到12件。
2016年，我国知识产权保护

力度也不断加大，知识产权大保
护的格局正在形成。据介绍，我
国2016年专利、商标行政执法办
案量分别达到 4.9 万件和 3.2 万
件，同比分别增长36.5%和3.4%。

申长雨还透露：“我国正在推
动《专利法》第4次修订，将纳入
对恶意侵权行为实施惩罚性赔偿
措施，且赔偿金额将比现有最高
标准大大提高。目前，《专利法》
修订已列入国务院 2017年立法
工作计划，力争在年内完成。”

2016年我国有效发明专利
拥有量突破100万件 中老缅泰四国执法部门4月

25日完成第57次湄公河联合巡
逻执法。

执法编队采取全线联巡、分
段联巡、编组巡航等方式，在湄
公河中国关累港至老缅泰交界
的金三角水域开展联合巡逻执
法。

行动期间，联合执法编队在

老挝孟莫码头举行“船艇开放
日”活动，邀请编队执法人员、驻
地军警、中资机构职工到执法船
艇参观交流，向各方展示联合巡
逻执法成果，促进友好交流。

据了解，此次联合巡逻执法
历时4天 3夜，中老缅泰四方共
派出执法船艇 7 艘、执法人员
160名，累计航程512公里。

中老缅泰完成第57次
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

获Google 联合创始人佩奇
投资的初创公司 Kitty Hawk，
日前公布了“飞行车”Flyer原型
的影片，并计划今年内付运个人
飞行车。

该公司在官网发声明称：
“我们的任务是让个人飞行器成
真，相信当每个人都能取得个人
飞行器，一个充满机会、无界限
的新世界将为他们敞开。”

从影片可见，飞行器以单座
位设计，机身恍如蜘蛛网，下面

设两个浮筒，它从一个湖面起
飞，在水面上盘旋。

飞行器由 8片旋翼推动，重
约100公斤，能像直升机般垂直
升降，最高飞行时速为40公里。

Kitty Hawk 称，Flyer 是新
款的全电动力飞行器，根据美国
联邦法例，可于人烟稀少的区域
安全及合法驾驶。驾驶者毋需
持有机师执照，只需接受2小时
训练课程。

美公司公布个人“飞行车”原型
拟今年内面世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1、东台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开
发区城北花园A区屋面设施维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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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万元。
（3）质量标准：合格。
（4）工期：45日历天
4、本招标工程共分一个标段，招

标内容如下：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城
北花园A区屋面设施维修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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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级及以上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资
质；

（2）拟选派项目经理资质等级：二
级及以上建筑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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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4月 27日

8 时至 2017 年 5 月 4 日 18 时上班时
间，到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
创业园二楼招标办（经三路7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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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5-85106096
地址：东台市经三路7号
联系人：吴春华
电话：0515-85251201
地址：东达翰林缘商铺12-104号

2017年4月27日

东台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资格后审）

东台市和平路、家园路、经七
路、纬一路两侧行道树工程，现
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具体事项公
告如下：

一、工程概况：和平路、家园
路、经七路、纬一路两侧行道树
工程施工，完成招标人提供的施
工图纸和工程量清单的全部内
容。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用
合理低价法；其余事项详见招标
文件。

二、投标者资质
1、投标者具备的主要资格

条件:（1）企业具有含有园林绿
化经营范围的有效的企业营业
执照；（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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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

专业技术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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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料；其余事项详见招标文件。

3、投标者报名时须携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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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27日

上午 9时至 2017 年 4月 28日下
午 17时；2017年 5月 2日上午 9
时至2017年5月2日下午17时

报名地点：城东新区 4楼西
侧招标办公室、科创大厦0510

联系人：袁丹蕾、贲洲 电
话：13655116881 15949107011

开标时间、地点：2017 年 5
月3日上午9时30分科创大厦一
楼西裙楼会议室

城东新区招投标办公室
2017年4月27日

招标公告

在日前举行的人社部第一
季度新闻发布会上，人社部新闻
发言人卢爱红表示，2017 年版
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
保险药品目录探索建立谈判准
入机制，已确定 44 种药品纳入
谈判范围，争取上半年完成谈判
工作。

卢爱红表示，今年人社部公
布了2017年版基本医疗保险、工
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按
照中央关于探索建立医疗保险经
办机构与医疗机构、药品供应商
谈判机制的要求，在2017版药品
目录方案中提出要探索建立谈判
准入机制。根据这个机制，对临
床必需、疗效确切但价格较为昂
贵、按照现有的市场价格纳入目
录可能会对基金带来一定风险的
专利药、独家药，采取由专家评审
确定谈判药品范围，组织医学、药
学、卫生经济学、保险管理等领域
的专家进行谈判。谈判达成一致
以后，将符合条件的药品再列入
药品目录。

卢爱红说，在药品目录评审
的过程中，经过咨询专家评审、遴
选专家投票等程序，同步确定了
40 余种谈判的药品。这些药品
有近一半为肿瘤靶向药物，涵盖
了常见肿瘤和心脑血管疾病等重
大疾病用药。经与生产企业确认
谈判意向，最终确定了44个品种
纳入此次谈判范围。药品名单已
经向社会进行公布，目前正在制
定谈判方案。在制定方案的过程
中，将广泛听取相关学（协）会、企
业和专家学者的意见。方案确定
后，将组织专家按程序进行谈判，
争取上半年完成这个谈判工作，
与地方乙类目录的调整进度做好
衔接。

人社部：44 种
药品纳入医保
谈判范围 争取
上半年完成谈判

俄罗斯防空武器制造商金
刚石—安泰公司总设计师索济
诺夫日前表示，俄罗斯新型地空
导弹系统 S—500 正在进行测
试，下一阶段测试可能转到哈萨
克斯坦靶场进行。

据索济诺夫介绍，因受地形
等条件限制，目前在俄南部阿斯
特拉罕州卡普斯京亚尔靶场进
行的试射中，S—500 的射程被
控制在 100 公里。下一步有可
能将测试地点转移到哈萨克斯
坦较大的测试场地，进行中长射
程实弹拦截测试。目前S—500

的基本测试进展顺利。他预计，
新型S—500系统将在未来替换
目前俄军部署的S—400系统。

据介绍，S—500可摧毁弹道
导弹、巡航导弹、高超音速飞行
的新式武器等。其作战半径达
600公里，可同时攻击多个超音
速弹道导弹，其技术性能已大幅
超越S—400。

俄罗斯正在建造“21世纪国
家防空—反导系统”。该系统需
要S—500交付俄军方后才能完
成部署。

俄罗斯开始测试
新型地空导弹系统

4 月 26 日，我国第二艘航空母舰下水仪式在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大连造船厂举行。图为航空母舰下
水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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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台市安丰镇恒喜烟酒杂

货 店 （ 注 册 号 为 ：
320981600038616）遗失营业执
照 正 本 一 本 ，编 号 为 ：
320981000201207260006，声明
作废。

叶青遗失养老保险手册，个
人代码为：1002523933，声明作

废。
东台市坝桥粮食专业合作

社 （ 注 册 号 为 ：
320981NA000830X遗失营业执
照 正 本 一 本 ，编 号 为 ：
320981000200908250151，声明
作废。

段 建 峰（ 注 册 号 为 ：
320981601506573）遗失营业执
照 副 本 一 本 ，编 号 为 ：
320981000201306260095，声明
作废。

1、东台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开
发区峰峰路与振兴路交叉口维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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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8万元。
（3）质量标准：合格。
（4）工期：2017年5月30日前
4、本招标工程共分一个标段，招

标内容如下：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峰
峰路与振兴路交叉口维修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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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级及以上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
资质；

（2）拟选派项目经理资质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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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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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4月 27日 8

时至 2017年 5月 4日 18时上班时间，
到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创业
园二楼招标办（经三路7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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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5-85106096
地址：东台市经三路7号
联系人：吴春华
电话：0515-85251201
地址：东达翰林缘商铺12-104号

2017年4月27日

东台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资格后审）

1、东台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开
发区纬五路厂区入口及纬九路慢车道
维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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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万元。
（3）质量标准：合格。
（4）工期：2017年5月30日前
4、本招标工程共分一个标段，招

标内容如下：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纬
五路厂区入口及纬九路慢车道维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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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级及以上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
资质；

（2）拟选派项目经理资质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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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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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4月 27日 8

时至 2017年 5月 4日 18时上班时间，
到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创业
园二楼招标办（经三路7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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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5-85106096
地址：东台市经三路7号
联系人：吴春华
电话：0515-85251201
地址：东达翰林缘商铺12-104号

2017年4月27日

东台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资格后审）

1、东台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开
发区开发大道北端维修工程已经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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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工程规模：造价约 49.98 万

元。
（3）质量标准：合格。
（4）工期：2017年5月30日前
4、本招标工程共分一个标段，招

标内容如下：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开
发大道北端维修工程施工（包括铣刨
原沥青面层，破除原二灰结石，新做水
泥稳定碎石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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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级及以上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
资质；

（2）拟选派项目经理资质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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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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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4月 27日

8 时至 2017 年 5 月 4 日 18 时上班时
间，到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
创业园二楼招标办（经三路7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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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5-85106096
地址：东台市经三路7号
联系人：吴春华
电话：0515-85251201
地址：东达翰林缘商铺12-104号

2017年4月27日

东台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资格后审）

1、东台市农村水利工程建设处的东台
市2017年中央高效节水灌溉补助资金项目
施工监理已经批准建设，工程所需资金来
源是上级拨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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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地点：东台市五烈镇、梁垛镇
（2）工程规模：总投资约200万元
（3）质量控制目标：合格
（4）工期控制目标：按照招标人与施工

单位签订的合同为准
4、本项目监理范围如下：
按照建设方提供的设计图纸，负责本项

目施工阶段、保修阶段等全过程监理，协调
设计、施工等各参建单位之间工作，做好施
工图会审、技术交底以及竣工验收备案和办
理工程结算审核等各类技术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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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级及以

上水利工程施工监理资质；
（2）拟选派总监理工程师资质等级：应

具有水利水电专业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或
具有全国水利工程建设总监理工程师岗位
证书。

6、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用：合理低
价法 。

7、投标申请人可于2017年 4月27日 9
时至 2017年 5月 2日 18时上班时间（公休
日、节假日除外）委派本单位正式人员携带
本人身份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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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售
后不退。

8、其他：本工程开标时间为 2017年 5
月12日9 时。开标地点详见招标文件。

联系人：陆华山 电话：13770261886

东台市2017年中央高效节水灌溉
补助资金项目施工监理招标公告（资格后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