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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8日从民政部传出消息，
日前已出台部门规章《慈善组织
信息公开办法》并对外公布，将于
2018年 9月 1日起施行。办法规
定，慈善组织公开募捐、重大资产
变动及投资、重大交换交易及资
金往来等情况，要向社会公开。

办法明确，慈善组织应当建
立信息公开制度，明确信息公开
的范围、方式和责任；应当对信息
的真实性负责，不得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不得
以新闻发布、广告推广等形式代
替应当履行的信息公开义务。

根据办法，慈善组织应当公
开的信息包括：办法规定的基本
信息；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会计
报告；公开募捐情况；慈善项目有
关情况；慈善信托有关情况；重大
资产变动及投资、重大交换交易
及资金往来、关联交易行为等情
况；法律法规要求公开的其他信
息。

办法同时规定，具有公开募
捐资格的慈善组织，还应按年度
公开在本组织领取报酬从高到低
排序前五位人员的报酬金额，并
公开本组织出国（境）经费、车辆

购置及运行费用、招待费用、差旅
费用的标准。

办法还规定，慈善组织不及
时公开应当公开的事项或者公开
的事项不真实的，任何单位或个
人可以向民政部门投诉、举报。
民政部门可以要求慈善组织就信
息公开的相关事项作出说明，必
要时可以进行约谈，并向社会公
开。慈善组织在信息公开中违反
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本办法规定
的，民政部门应当进行记录，并将
相关情况通报有关部门，根据有
关规定实施联合惩戒。

民政部:9月1日起慈善
组织公开募捐等情况须公开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8月 8日
就长春长生公司狂犬病疫苗接种者
续种补种有关费用问题发出通知
说，为维护接种者合法权益，各接种
单位在狂犬病疫苗续种补种、跟踪
观察工作中，不得向接种者收取费
用，有关费用由接种单位垫付，作好
记录，保存相关费用单据。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 7日联合印发《接种
长春长生公司狂犬病疫苗续种补种
方案》。方案指出，续种补种工作按
照尊重科学、知情公开、自愿免费的
原则进行。为接种过长春长生生物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狂犬病疫苗且尚
未完成接种程序者，接种单位免费
续种其他公司合格疫苗。

卫生健康委：

长春长生狂犬病疫苗
接种者续种补种免费

新闻·国际国内 广告

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馆8月８日在雅加达向印尼红
十字会移交中方人道主义救
援物资与现汇，以协助印尼政
府做好龙目岛地震灾区救援
工作，帮助灾区民众渡过难
关。

中国驻印尼大使肖千当
天在捐赠仪式上说，为表达中
国政府与人民的深厚情谊，中
国大使馆代表中国政府通过
印尼红十字会向震区灾民提
供2000顶帐篷、2000张地垫、
5000条毛毯等灾区急需的物
资。他同时向印尼红十字会
转交了中国红十字会提供的
1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
援助。

肖千表示，在此次地震
中，也有 40 多名中国游客受
困。在中国和印尼双方共同
努力下，全部中国游客已顺利

撤离至安全地区。肖千对印
尼方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
他同时表示，中方愿根据印尼
方的需要在灾区重建方面继
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印尼红十字会执行主席
吉南亚尔·卡塔萨斯米塔感谢
中方第一时间伸出援手。他
说，中国是首个通过双边渠道
向龙目岛地震灾区提供紧急
援助的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两
国和两国人民之间深厚的传统
友谊。印尼红十字会希望进一
步同中方探讨开展灾害应对及
灾区重建等领域的合作。

印尼西努沙登加拉省龙
目岛５日发生7.0级地震。印
尼抗灾署８日说，地震已造成
131人死亡，另有1477人受重
伤。随着搜救工作继续进行，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预
计还会进一步增加。

中国向印尼地震灾区
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为规范我市国有投资房屋建筑小
型及应急工程建设项目承发包交易行
为，提高项目招投标效率，促进项目快
速推进，依据《关于改革和完善房屋建
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制度
的实施意见》（苏建规字[2017]1 号）和
《关于进一步加强工程建设招投标管理
的实施意见》（东政发[2018]68号）的规
定，建立国有投资房屋建筑小型及应急
工程建设项目预选承包商库（以下称预
选承包商库）。

一、预选承包商库适用范围：
1、我市境内国有投资建设项目；
2、400 万元以下不属于依法必须

招标房屋建筑工程总承包范围以内的
项目。

二、入库条件：
1、依法设立的法人企业，具有独立

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工商注册地为我市的企业；
3、具有房屋建筑施工总承包三级

及以上资质和国家规定的资格证书及
承接工程业务所必须的各类证书；

4、自 2016年 1月 1日以来在我市
承接过单项额 280万元及以上工程业
务，施工合同需在东台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或东台市住建局备案（直接发包通
知书亦可）；

5、企业信用综合评价得分在我市
房屋建筑总承包类企业中不得为末三
位。

三、企业有下列情形不予入库：
1、因拖欠农民工工资造成不良社

会影响的；

2、因行贿、围标串标、弄虚作假骗
取中标、转包、非法分包或偷、漏、骗税
等受到行政处罚或刑事处分的；

3、自 2016年 1月 1日以来承接的
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发生重大质量事故
或较大安全事故的。

四、征集公告的领取：
征集公告在东台市住建局网站和

东台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及《东台日报》
上公布，符合条件的单位可在上述网站
上自行下载，或至东台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领取书面征集公告, 并于2018年
8 月 10日至2018年 8月 17 日至东台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报名，报名费300
元。

五、申请入库的单位应于 2018 年
8 月 22 日 9 时前提交申请资料，申请
资料包括以下内容：

1、有效的营业执照；
2、有效资质证书；
3、有效的安全生产合格证；
4、单位所有相关人员的执业资格

证书和从业资格证书，并自制表格列出
（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姓名、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

5、自 2016年 1月 1日以来符合条
件的业绩证明材料，需提供经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或住建局备案的合同或直
接发包通知书、竣工验收证明；

6、承诺书（原件）。
1-5项提供复印件两份，带原件备

查。
提交地点：东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

六、东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会同
东台市住建局对申请人进行联合审
核。经审核合格的申请人即可成为预
选承包商库成员，入库成员名单确定后
在相关媒体上公示五日，公示期满无异
议的，列入预选承包商库。

七、预选承包商实行动态管理，预
选承包商有下列行为的清理出库：

1、入库后，有本征集公告第三条情
形的；

2、伪造材料或以弄虚作假行为骗
取入库的；

3、因不认真履行合同，受到发包方
投诉，经查属实的；

4、所承建的工程项目部人员在检
查中发现不能履责，被责令整改，整改
不到位的；

5、拒绝参加政府组织的抢险救灾
和突发事件处置的；

6、中标后因自身原因放弃中标的；
7、拒不接受相关主管部门、监管部

门监督管理的；
8、房屋建筑类企业信用分在末 3

位的；
9、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不宜入选承

包商库的。
八、如合格的入库成员人数低于

20家，本次建库活动终止。
九、本征集公告内容及征集办法由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和市住建局负责
解释。

东台市住建局
东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8年8月10日

东台市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工程
小型及应急预选承包商征集公告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2018年会计职业资格培训
考试即日起报名了。市百佳电
脑学校特开设会计基础班、会计
初、中级职称班、会计账务实操
班，报名可签协议，学会通过考
试为止，主要学习会计基础、经
济法、会计实务等。

一级、二级建造师、一级消
防工程师(考前有封闭押题训
练、一次考证帮交保险拿两份工
资)、育婴师、教师资格证培训班
即日起报名；

我校所有班均分白班、晚
班、周末班。另常年开设大专、
本科学历班，专业全，两年半考
试通过拿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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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 老 师
18901419601周老师

学会计、建造师
到东台百佳

东台市华喜模具有限公司股东会于
2018年 8月 9日决议解散公司，并于同
日成立了公司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吴伟
联系电话：13601425288
邮编：224200
地址：东台市新街镇沿海村十一组
东台市华喜模具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8月9日

注销公告

根据英国住房慈善机构
Shelter 分析显示，自 2011 年
以来，英格兰租金上涨的速度
比工资增长速度高出 60％。
而在未来，英格兰中部城镇也
将受到住房危机。

数据显示，私人房租自
2011年以来上涨了16%，而平
均工资在此期间仅上涨了
10%。该慈善机构表示，租金
危机正在从伦敦蔓延到剑桥、
布里斯托和伯明翰等城市，以
及英格兰中部城镇，人们越来
越无力承受飙升的租金，而他
们的工资涨幅却落后了。

根据最新的英国住房调
查，从2007年开始，近10年内
选择租房的家庭数量增加了
74％。2016/17 年度，英格兰

租房的家庭数量有470万，占
总数的20％。

租客平均 41%的收入会
用于支付租金，房主将其收入
的19％用于支付贷款。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租房
并不是一种自愿选择的生活
方式，超过一半的租房者是因
为无力购买房屋或无法获得
政府福利房。

慈善机构 Shelter 呼吁政
府提出新的社会住房计划，以
便低薪人士能找到可负担的
租房。

政府建议将给租户至少
三年的合同，但如果他们愿
意，可以提前离开，这引起房
东的激烈反应。

英国：2011年以来租金飙升
速度比工资增长快60％

8月 8日从教育部传出消息，教
育部、中组部启动 2018 年国家“万
人计划”教学名师遴选工作，今年将
遴选支持100位国家“万人计划”教
学名师。

据悉，这其中，高等学校教师将
占 60%左右，中等以下学校教师占
40%左右，2名为军事院校在职专任
教师，由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院校
局负责遴选。中小学及幼儿园人选
应注重向乡村学校倾斜。

教育部表示，各有关部门和学
校要严把人选政治关、师德关和质
量关，对师德存在问题的予以“一票
否决”。

国家“万人计划”是面向国内高
层次人才的重点支持计划，于2012
年启动实施。这一计划准备用10年
左右时间，重点遴选支持一批自然科
学、工程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
杰出人才、领军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
形成与“千人计划”相互衔接的高层
次创新创业人才队伍建设体系。

“万人计划”将遴选
支持100位教学名师

8 月 8 日，游客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九畹溪景区漂流。九畹溪漂流景区位于长江西陵峡水域，是长江流
域著名的峡谷漂流景区，有“三峡第一漂”之称。漂流河段长约 6.8 公里，水位落差大。游客漂流其中，可体验

“浪遏飞舟”的快乐。

东台镇华灶连体大棚项目、
东台镇安监站安全隐患排查及监
督档案管理服务外包项目、东台镇
G344南侧灶丰桥东恒泰特钢等工
厂围墙藤体遮挡工程，经镇政府批
准，面向社会公开招标。

一、工程地点：东台镇境内。
二、工程概况：
一标段：连栋薄膜温室 3360

平方米，双膜拱棚 1440 平方米，
单体拱棚1600平方米。二标段：
对东台镇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进
行安全隐患检查。三标段：新栽5
分枝长青藤、蔷薇、爬山虎各470
株，搭支架，株距50厘米。

具体情况详见招标文件。
三、报名资格条件：
一标段：营业执照经营范围

包括农用蔬菜温室大棚的设计、
生产、加工、安装，灌溉系统安装

等相关内容的单位均可报名。报
名时携带：企业法人授权委托书
原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
件。复印件都需加盖投标单位公
章。资格审查采取后审办法。

二标段：具有国家乙级安全
生产技术咨询、安全生产技术服
务的相关经营资质的单位均可报
名。报名时携带：企业法人授权
委托书原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复印件、资质证书复印件、安全生
产（经营）许可复印件、安全评价
师、注册安全工程师证书复印
件。复印件都需加盖投标单位公
章。资格审查采取后审办法。

三标段：有绿化工程施工资

质的单位均可报名。报名时携
带：企业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手
写无效、工程名称完整准确）、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资质证
书复印件、安全生产（经营）许可
证复印件、项目经理证书复印件、
被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复
印件均需加盖投标单位公章。资
格审查采取预审办法。

四、报名时间及地点：2018年
8月 14日下午5：30前，在东台镇
人民政府招标投标办公室3#楼 2
楼。

五、开标时间及地点：2018年
8月 16日下午 3：00，在东台镇人
民政府招标投标办公室3#楼 2楼
开标大厅（一）开标。

六、联系电话：85263506。
东台市东台镇人民政府

2018年8月10日

招标公告

为管好集体资产，增加集体积
累，加大社会事业的投入，经镇人民
政府研究，决定对到期的弶港镇原
国土小农场弶富路北侧到期土地对
社会公开现状发包其承包经营权，
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标的地点：此次招标的土地
位于弶港镇原国土小农场弶富路北
侧。

二、标的面积、承包期、四址范
围及有关要求：

本次发包的土地面积分为6个
标段。承包期五年，具体四址范围
及有关要求详见招标文件及图纸。

以上发包的土地性质为农业种
植，中标人在承包期内不得改变农
业种植用途，中标人如私自改变土
地用途，则发包方有权单方面中止
本合同，收回中标人承包的本合同
的土地，中标人需无条件服从发包
方提出的解除本合同的任何意见，
不作为发包方违约的依据，中止本
合同后的一切责任由中标人自负，
发包方不承担中标人任何损失的责
任。

三、发包期限：发包期为5年。
报名的有关要求：凡有意报名

参与竞包者需携带个人居民身份
证，每标段缴纳报名资料费每标100

元（该款不退）第 27标段免收报名
费，每标段报名人需缴纳该标段每
亩500元（以整亩数缴纳）的诚信投
标履约保证金（缴纳账户：东台市弶
港镇天赋农场有限公司，开户行：新
东 农 商 行 ， 账 号 ：
3209190171010000046766 不接受
现金报名），不中标的无息退还，不
参加投标的诚信投标履约保证金不
予退还，中标方的诚信投标履约保
证金自动转为按期履约签订合同、
缴清承包费保证金，中标者需在宣
布中标两天内和发包方签订承包合
同并一次交清承包期内所有的承包
费和每亩50元的交田押金，如中标
者不按期签订承包合同、交清承包
期内所有的承包费和交田押金，则
该保证金不予退还，同时发包方有
权单方面终止合同，并视为中标方
放弃在该土地上的所有权利，解除
本合同后的一切责任全部由中标方
承担，该土地由发包方另行处置，土
地上的资产全部归发包方无偿所
有，中标方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形

式阻拦。
该土地为现状发包，竞标者在

本公告规定时间内自行到现场踏勘
标 的 情 况 ，可 与 镇 农 场 王 先 生
13813429619、 崔 先 生
13851305946、顾先生13584789478
联系，一旦报名即表示报名者完全
了解、认可、接受本标的所有现状情
况，无条件履行招标文书的约定，并
愿意承担一切责任。中标者签订合
同、缴清承包费即视为发包方已将
发包的土地移交给了中标者。中标
者自行解决该地块涉及障碍物等所
有问题的处置。如只有一人报名，
可公开议标。

四、报名方式：凡自愿报名者请
于2018年8月9日8.30至2018年8
月 15日 16时前至弶港镇招投标办
报名（工作日）。

联系人：徐女士
联系电话：15161945272
竞价时间及地点：另行通知
五、未尽事宜由本次竞标领导

小组负责解释，报名投标人按解释
执行。

东台市弶港镇招投标办
东台市弶港镇天赋农场有限公司

2018年7月17日

招标公告

东台市杨鞠辅料染织厂遗失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913209817724795680的营业执照
正 本 一 本 ， 编 号 为 ：
320981000201608160019，遗失副本一本，
编号为：320981000201608160022，声明遗
失。

东台市杨鞠辅料染织厂遗失开户许可证
正本，核准号为：J3117000340602，声明作
废。

东台港瑞商贸有限公司（注册号为：
320981000306322）遗失营业执照正本一本，
编号为：320981000201307170007S，遗失副
本 一 本 ， 编 号 为 ：
320981000201307170008S，声明作废。

东台港瑞商贸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发证机关为：东台市国家税务局，证号
为：320981072777046，声明遗失。

吴中富、刘剑美因保管不慎，遗失江苏颐
高电子商务产业园有限公司于2018年5月21
日所开的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发票
代码：3200164350，发票号码：28642256，声
明遗失。

严春勇因保管不慎，遗失苏JX9017车辆
的 强 险 标 志 ，强 险 标 志 代 码 AE-
DZAA2013Z00，流水号32001800748321，
声明作废。

张海燕因保管不慎，遗失东台顾家置业有
限公司于2017年8月4日所开的江苏增值税
普通发票（发票联）发票代码：3200164350，发
票号码22020337，发票金额：796416.00元，
声明遗失。

为了进一步提升东台市弶农
教导队整体形象，决定实施弶农
教导队大门制作安装等工程，为
择优选定施工单位、降低工程造
价，保证工程质量，现面向社会公
开招标，特公告如下：

一、工程地点：东台市弶农教
导队内

二、工程标准：（见招标文件）
三、报名条件：
1、资格标准：建筑、市政工程

等相应三级以上（含三级）工程施
工资质的单位均可报名，报名时
须提供：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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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资质证
书复印件；⑤安全生产（经营）许
可证复印件；⑥法人和委托授权

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⑦开户许
可证复印件。以上所有的复印件
均须加盖单位公章。报名时一个
法人资质缴纳购买招标文件工本
费 100 元(不退)，投标时缴纳（须
是法人或授权委托人缴纳的）诚
信投标保证金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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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人对上述费用不负任何
责任。开标后中标者缴纳的投标
诚信保证金直接转为工程质量履
约保证金（最终按中标价的 10%
收取），未中标者投标保证金当场
无息退还。如只有一人报名，可
实行公开议标。

3、报名者在报名期间自行至
工程地点现场勘察了解拟建工程

的所有情况，一旦报名即表示报
名者完全了解、接受、认可工程建
设的所有相关情况，并愿意承担
一切责任。

四、报名时间及地点：
报名时间：从 2018 年 8 月 9

日上午9时起至2018年8月16日
17时（工作日）。

报名地点：镇政府招投标办
公室

招标时间、地点：另行电话通
知

联系人：徐女士
联系电话：15161945272
特此公告

东台市弶港镇人民政府
2018年8月9日

弶农教导队大门制作安装等工程招标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