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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建立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决定自2018
年10月1日起全面实施残疾儿童
康复救助制度。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
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
求，着力保障残疾儿童基本康复
服务需求。到2020年，建立与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的残
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体系，基本
实现残疾儿童应救尽救；到2025
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体系

更加健全完善，残疾儿童普遍享
有基本康复服务，健康成长、全面
发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意见》明确，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对象为符合条件的 0—6 岁
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
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包括城乡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建档立卡贫
困户家庭的残疾儿童和儿童福利
机构收留抚养的残疾儿童；残疾
孤儿、纳入特困人员供养范围的
残疾儿童；其他经济困难家庭的
残疾儿童。有条件的地区，可扩
大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年龄范围，
也可放宽对救助对象家庭经济条
件的限制。救助内容包括以减轻
功能障碍、改善功能状况、增强生

活自理和社会参与能力为主要目
的的手术、辅助器具配置和康复
训练等。

《意见》对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工作流程进行了明确规定。残疾
儿童康复救助，由残疾儿童监护
人向残疾儿童户籍所在地（居住
证发放地）县级残联组织提出申
请；残疾儿童监护人可委托他人、
社会组织、社会救助经办机构等
代为申请。经县级残联组织审核
符合条件的救助对象，由残疾儿
童监护人自主选择定点康复机构
接受康复服务；在定点康复机构
发生的合规费用，由同级财政部
门与定点康复机构直接结算；经
县级残联组织同意，残疾儿童也

可在非定点康复机构接受康复服
务。

《意见》强调，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工作实行地方人民政府负责
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将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资金纳入政府
预算，中央财政对各地给予适当
补助。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
责确定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基本服
务项目、内容和经费保障标准，并
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残联组织和
教育、民政、卫生健康等有关部门
要履职尽责、协作配合，加强工作
衔接和信息共享，深化“放管服”
改革，努力实现“最多跑一次”“一
站式结算”，切实提高便民服务水
平。

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残疾
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意见》

7 月 10 日从国家知识产权
局2018年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
布会上传出消息：上半年，我国
主要知识产权指标实现较快增
长，呈现良好发展势头。其中，
我国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量分
别达到75.1万件和21.7万件，商
标注册申请量 358.6 万件，新受
理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申请 10
个。截至6月底，我国每万人口
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0.6件。

这是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
组建后，首次向社会集中发布专
利、商标、地理标志的相关统计
数据。

上半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共
受 理 通 过《专 利 合 作 条 约》

（PCT）途径提交的国际专利申
请2.30万件，同比增长6.3%，其
中2.16万件来自国内，同比增长
7.6%。

上半年，我国商标注册申请
量为 358.6 万件；完成商标审查
306.5 万件，商标注册审查周期
从8个月缩短至7个月左右；我
国新受理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申
请 10个，新批准保护地理标志
产品 46个，新核准使用地理标
志产品专用标志企业135家。

据介绍，上半年专利、商标、
地理标志的相关统计数据主要
呈现出 4 个特点。一是我国知
识产权创造运用水平稳中有
进。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和拥

有量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6.5%
和 19.5%，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
有量较 2017 年底提高 0.8 件。
二是国内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继
续巩固。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
和拥有量中，企业所占比重分别
达到 63.8%和 67.2%，企业对我
国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增长的贡
献率达到 66.9%。三是我国企
业海外知识产权申请稳步提
升。今年前6个月，提交PCT国
际专利申请 100 件以上的国内
企业达到17家。四是我国知识
产权保护环境进一步优化。全
国专利行政执法办案总量同比
增长29.5%；查处商标违法案件
1.36万件，案值超过2.1亿元。

专利、商标、地理标志数据集中发布

我国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10.6件

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
中心近日发布的《2018 年全球
Top20集装箱港口预测报告》对
2018年全球Top20港口集装箱
吞吐量及其排名进行了预测和
分析。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
港口集装箱的总吞吐量增幅将
继续领先其他港口，在前 20 大
港口中占据半数。

报 告 认 为 ，2018 年 全 球
Top20 集装箱港口具体有以下
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整体上，2018年，全球
前20大集装箱港口中国仍占半
数，前十大集装箱港口有7个来
自中国，其中上海港位居全球首
位。相比去年，中国港口集装箱
吞吐量的增长速度放缓。

第二，2018 年，全球 Top20
港口中，中国各港口的预测结果

整体依然保持明显的增长态
势。一方面，中国集装箱运输的
发展仍然是全球稳定发展的重
心和基础。另一方面，与 2017
年不同的是，香港港将出现负增
长，高雄港实现止跌微涨。具体
而言，环渤海地区实现小幅增
长；长三角地区港口集装箱吞吐
量依然是重要增长点，其中宁波
舟山港集装箱吞吐量的增长依
然最快；珠三角港口集装箱吞吐
量的差异化较大，其中，广州港
增速较快，深圳港增速相对较
慢，而香港港则出现了微跌态
势。

第三，按区域分析，亚洲地
区主要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增速
将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而多数欧
美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将呈现平
稳温和的增长态势。

中科院：全球前20大
集装箱港口中国占一半

7 月 9 日，位于马尔代夫的中马友谊大桥主桥合龙贯通。随着中
国在马尔代夫援建的中马友谊大桥主桥 20 号墩至 21 号墩之间的钢箱
梁9日成功合龙，大桥至此全线贯通，建设工作取得关键性进展。

文化和旅游部7月10日发布出
行提示，提醒广大游客自驾出游提
高风险意识。提前谋划旅游路线，了
解目的地和行程中的天气、卫生、路
况、饮食、住宿情况及应急救援电话
等，做到心中有数，不要冒险前往危
险或者生僻的路段，确保出游安全。

据统计，我国自驾游客数量已
占国内旅游总人数的一半以上，每
年的7月至9月，更是自驾车出游高
峰。但由于自驾游组织者的构成比
较复杂，部分自驾游爱好者缺乏安
全意识、驾驶经验不足，旅途未知性
较大等因素，自驾游往往存在一定
的安全风险。

文化和旅游部提示，自驾出游
前做好准备。提前对车辆进行全面
检查，确保车况一切正常；提前备好
药品、衣物、装备等相关用品，带齐
驾驶证、行驶证等证件及票据；去往
海拔 3000 米以上的地区要量力而
行，注意高原反应，条件允许可自备
吸氧器具。

避免疲劳驾驶。自驾出游，要
避免疲劳驾驶，切勿酒后驾车，长途
驾车尽量配备副驾驶，每 2小时轮
换一次，如果感到倦困，就近选择服
务区或者安全地带停车休息；不要
超速行驶，不要冒险涉水行驶，尽量
避免夜间赶路；旅途中时刻保持警
惕，切勿鲁莽驾驶，防止意外发生。

尽量结伴出行。自驾出游尽量
结伴出行，相互照应，新手最好不要
单独自驾出游；如果选择参加车友
会、俱乐部等组织的自驾游活动，尽
量选择正规组织，提前考察其组织
保障能力，签订正式合同，减少不必
要的麻烦和安全隐患；建议出行前
购买必要的安全险。

科学开展自救。自驾途中遇
险，要理性冷静应对，切莫惊慌操作
车辆，应就近寻求帮助、及时报警。

文化和旅游部提示：

自驾出游提高
风险意识

7月 10日，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和美国康奈尔大学等机构在
纽约发布“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
报告”——中国排名第 17，首次
跻身全球创新指数20强！

2018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
显示，排名前 10 的均为发达国
家，其中瑞士、荷兰、瑞典、英国、
新加坡、美国名列排名榜的前六
位。

中国的最新排名为第 17位
——与 2017 年的第 22 位相比，
排名前进了5位。

在核心创新投入和产出方
面，美国依然排名首位。

而在研究人员、专利和科技
出版物数量方面，中国位居第
一。

报告还评价了各经济体将
教育投资和研发支出转化为高

质量创新成果的能力，其中瑞
士、卢森堡和中国位列前三。

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排名
中，日本的东京－横滨地区和中
国的深圳－香港地区分列前两
位。

而美国的创新热点地区数
量最多，总共为26个。

据悉，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
对全球126个经济体的创新能力
进行了量化评估，评估指标包括
知识产权申请、移动应用创新、
教育支出和科技出版物等 80
项。

全球创新指数由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康奈尔大学等机构共
同发布，是衡量一个经济体广泛
的经济创新能力的指标。

全球创新指数在 2007 年首
次推出，每年发布一次。

中国首次跻身全球
创新指数20强

这是 7 月 10 日在山东焦家遗址考古发现展上拍摄的陶器。当日，“礼出东方——山东焦家遗址考古
发现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共展出 230 余件文物展品，其中绝大部分来自入选“2017 年度全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山东章丘焦家遗址。

东台市弶港镇土地复垦项目计划
种植夏玉米 3000 亩，急需采购一定数
量的玉米基肥，现将具体采购事项公告
如下：

一、采购肥料品种、数量及质量要求：
普通三元复合肥，数量 60 吨，N：

P2O5：K2O=15:15:15，总含量≥45%，
三证齐全。

二、报名条件：
1、资格标准
凡有能力提供所述货物供应及服

务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境内供货商均能
成为合格的投标人，投标时须提供资
料：①规范齐全的企业法人授权委托书
原件；②法人身份证明书；③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复印件（含注明固定联系号
码）；④资质证书复印件；⑤法人和委托
授权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所有的复
印件均须加盖投标单位公章。

凡是有意报名的单位或个人凭经
营资质（执照）和个人身份证到指定地

点报名，报名人（须是法人或授权委托
人）须在报名期限先缴纳诚信投标保证
金 14000元（缴纳户名：东台市弶港镇
财政所，账户：3209 1927 0120 1000
0424 74，开户行：弶港农商银行，不接
受现金报名），后再凭已缴纳的诚信投
标履约保证金凭证和法人报名资格材
料履行报名手续（缴纳招标文件工本费
200元，不退）。开标时凭已缴的诚信投
标履约保证金凭证、报名费手续入场参与
投标，手续不全的作弃权处理。未中标者
退还保证金，中标者投标保证金转为履约
保证金，待履约后退还。如报名只有一
个单位或个人，可实行公开议标。

2、投标人应承担其投标所涉及的
一切费用，不管投标结果如何，招标方
对上述费用不负任何责任。招标后，中
标者缴纳的 14000 元投标保证金直接
转为质量履约保证金（联系人电话：王
先生 13390703312）。

三、报名方式：凡自愿报名的单位
或个人，请于 2018 年 7 月 11 日上午 8
时30分到2018年7月17日下午4时前
到弶港镇招投标办公室报名（工作日）。

联系人：徐女士
联系电话：15161945272
四、竞价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五、供货方式：开标后，供货单位将

肥料送到招标方指定田头（供货单位所
供肥料须具备国家产品认证，提供产品
合格证，且在有效期内），每次送货时间听
通知。费用由供货方处理，送达后由分管
领导组织相关部门验货和抽样送检（由采
购方抽样送检，费用采购方负责）。中标
方负责现场向抛肥机上肥（现场负责人员
初步检查认可后方可进行）。

六、验收结算方式：全部送肥结束
后，中标方付款凭供货合同、税票、验收
合格单、抽样送检检验报告单中达标准
的N：P2O5：K2O，总含量≥45%，一次
性付清货款，N：P2O5：K2O，总含量低
于40%，视为劣质产品，不予结算货款，
N：P2O5：K2O 总含量低于 45%大于
40%每低一个含量每吨扣款 50 元，退
还履约保证金。

七、未尽事宜由本次招标领导小组
负责解释，报名投标者按解释执行。

弶港镇人民政府
2018年7月11日

招标公告
东台市弶港镇 2018 年土地复垦

项目6000亩，计划种植田菁3000亩，
继续采购部分田菁种子，现将具体采
购事项公告如下：

一、采购田菁种子数量和质量标
准：

采购数量 6000 千克，具体标准，
纯度≥90%，净度≥90%。表象为粒
大、饱满、色泽鲜艳。

二、报名须知：凡是具备田菁种子
供应能力的人员都可以凭个人身份证
到指定地点报名，报名人（须是法人或
授权委托人）须在报名期限先缴纳诚
信投标保证金 2400 元（缴纳户名：东
台市弶港镇财政所，账户：3209 1927
0120 1000 0424 74，开户行：弶港农商
银行，不接受现金报名），后再凭已缴
纳的诚信投标履约保证金凭证和法人

报名资格材料履行报名手续（缴纳招
标文件工本费200元，不退）。开标时
凭已缴的诚信投标履约保证金凭证、
报名费手续入场参与投标，手续不全
的作弃权处理。未中标者退还保证
金，中标者投标保证金转为履约保证
金，待履约后退还。如报名只有一个
单位或个人，可实行公开议标（联系人
电话：王先生 13390703312）。

三、报名方式：凡自愿报名的单位
或个人，请于2018年7月11日上午8时
30分到2018年7月17日下午4时前到
弶港镇招投标办公室报名（工作日）。

联系人：徐女士
联系电话：15161945272
四、竞价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五、供货方式：供货方按采购方通

知及时将种子送到弶港镇农技中心一

楼大厅，并由分管领导组织相关单位
验收，并封样待检。

六、结标方式：中标方待种子送达
指定地点并凭有效的验货手续、供种
合同、税票结算80%货款，余款和种子
质量履约保证金待种子出苗后根据种
子出苗情况（田间验收）付款，如出苗
率大于85%则结清20%的余款并无息
退还履约保证金，如因种子质量问题
出苗率低于85%，则对封存样品送检，
送检结果确系种子质量问题，余款不
予结算，质量履约保证金不退，如果不
是种子质量问题，余款结清，质量履约
保证金无息退还。

七、未尽事宜由本次招标领导小
组负责解释，报名投标者按解释执行。

弶港镇人民政府
2018年7月11日

土地复垦田菁种子采购招标公告

东台市弶港镇 2018 年土地复垦项
目6000亩，计划种植夏秋玉米3000亩，
继续采购一定数量的玉米种子，现将具
体采购事项公告如下：

一、采购玉米种子数量及品种要求：
采购数量 5000 千克，品种选择：根

据东台农委【2018】20 号文件夏玉米苏
玉22号、苏玉30号、苏玉29号三品种任
选一个品种，质量要求达到种子规定标
准，并提供种子合格证明。

二、报名须知：凡是具备玉米种子供
应能力的人员或单位，凭种子经营资质
（执照）和个人身份证到指定地点报名凡
以单位报名的还需提供企业法人授权委
托书和法人身份证明，报名人（须是法人
或授权委托人）须在报名期限先缴纳诚
信投标保证金 8800元（缴纳户名：东台
市弶港镇财政所，账户：3209 1927 0120

1000 0424 74，开户行：弶港农商银行，
不接受现金报名），后再凭已缴纳的诚信
投标履约保证金凭证和法人报名资格材
料履行报名手续（缴纳招标文件工本费
200元，不退）。开标时凭已缴的诚信投
标履约保证金凭证、报名费手续入场参
与投标，手续不全的作弃权处理。未中
标者退还保证金，中标者投标保证金转
为履约保证金，待履约后退还。如报名
只有一个单位或个人，可实行公开议
标（联系人电话：王先生 13390703312）。

三、报名方式：凡自愿报名的单位或
个人，请于2018年7月11日上午8时30
分到 2018 年 7月 17 日下午 4时前到弶
港镇招投标办公室报名（工作日）。

联系人：徐女士
联系电话：15161945272
四、竞价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五、供货方式：供货方按采购方通知
及时将种子送到弶港镇农技中心一楼大
厅，并由分管领导组织相关单位验收，并
封样待检。

六、结算方式：中标方待种子送达指
定地点并凭有效的验货手续、供种合同、
税票结算80%货款，余款和种子质量履
约保证金待种子出苗后根据种子出苗情
况（田间验收）付款，如出苗率大于85%
则结清20%的余款并无息退还履约保证
金，如因种子质量问题出苗率低于85%，
则对封存样品送检，送检结果确系种子
质量问题，余款不予结算，质量履约保证
金不退，如果不是种子质量问题，余款结
清，质量履约保证金无息退还。

七、未尽事宜由本次招标领导小组
负责解释，报名投标者按解释执行。

弶港镇人民政府
2018年7月11日

土地复垦玉米种子采购招标公告 东台市弶港镇 2018 年土地复垦
项目6000亩，计划种植田菁3000亩，
玉米3000亩，耕种在即，急需公开招
录机械作业人员和机械用工，现将具
体招标事项公告如下：

一、具体作业量和作业标准要
求：

种植田菁3000亩，作业要求实施
两耙一种的工序，即耙田后进行抛
种，然后再耙田一次盖种。种植玉米
3000亩，作业要求实施耙田、抛肥、起
畈、播种、开墒五道工序。

二、报名须知：凡是具备机械作
业能力的机工，凭个人身份证以及有
效驾驶证和行驶证到指定地点报名，
报名人（须是法人或授权委托人）须
在报名期限先缴纳诚信投标保证金，
报名种植田菁的缴纳10000元，报名

种植玉米的缴纳 20000 元（缴纳户
名：东台市弶港镇财政所，账户：
3209 1927 0120 1000 0424 74，开户
行：弶港农商银行，不接受现金报
名），后再凭已缴纳的诚信投标履约
保证金凭证和法人报名资格材料履
行报名手续（缴纳招标文件工本费
200元，不退）。开标时凭已缴的诚信
投标履约保证金凭证、报名费手续入
场参与投标，手续不全的作弃权处
理。未中标者退还保证金，中标者投
标保证金转为履约保证金，待履约后
退还。如报名只有一个单位或个人，
可实行公开议标（联系人电话：王先
生 13390703312）。

三、报名方式：凡自愿报名的单
位或个人，请于 2018 年 7 月 11 日上
午8时30分到2018年 7月17日下午

4 时前到弶港镇招投标办公室报名
（工作日）。

联系人：徐女士
联系电话：15161945272
四、竞价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五、结标方式：待耕种结束验收

合格后，中标方凭作业合同、验收报
告单和正式税票结算 80%的作业费
用，余款在 8 月底根据出苖情况结
算。如果因播种质量出苗不全，出苗
率低于 85%不予结算，保证金不退。
如果是其他原因造成出苗不全的一
次性结清余款并退还保证金。

六、未尽事宜由本次招标领导小
组负责解释，报名投标者按解释执
行。

弶港镇人民政府
2018年7月11日

土地复垦耕种机械用工招标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