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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镇团北居委会六条砼路工
程、东台镇垃圾中转站积液清运项
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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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二个标段。
一标段东台镇团北居委会六条

砼路工程：砼浇筑总长约 4810 米，
6m×ɸ50配套涵20处。

二标段东台镇垃圾中转站积液
清运项目：海丰、四灶、吕港三个垃圾
中转站垃圾压缩积液清运。

详见招标文件。

三、报名资格条件：一标段有建
筑或市政、水利水电三级以上（含三
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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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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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取后审办法。二标段：凡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年满18周岁具有独立
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并具有清运设
备（每周每站运送不少于 2次）的均
可报名。报名时携带：身份证、驾驶
证（C1）复印件。资格审查采取预审

办法。
四、报名时间及地点：2018 年 9

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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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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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

招 标 公 告

国家统计局9月12日发布的报
告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业规
模不断扩大。2017年末，我国城乡
就业人员总量达到 77640 万人，比
1978年增加37488万人，增长93%；
城镇就业人员总量达到 42462 万
人，比 1978 年增加 32948 万人，增
长346%。

同时，失业率长期保持较低水
平。报告显示，上世纪从八十年代
中期到世纪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一

直保持在3.1%以下，部分时期一度
处于 2%左右的低水平。进入新世
纪以来，城镇登记失业率基本维持
在 4.3%至 4%之间的较低水平，
2017 年降至 3.9%，是时隔 15 年后
再次降到4%以下。

此 外 ，工 资 收 入 快 速 增 长 。
2017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
平均工资达到 74318 元，1979 年至
2017 年年均增长率达到 13.1%；扣
除物价因素，比 1978 年实际增长

16.7倍，年均实际增长7.6%。
报告还显示，企业用工进一步

规范。国家先后针对工时制度、加
班费用等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
规范企业用工方式，超时用工现象
得到缓解。据初步测算，2017年城
镇各类企业就业人员中周平均工作
时间在 40 小时及以下的比例为
52%，比2012年上升4个百分点；超
过40小时的比例由2012年的 52%
下降至48%，下降4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业规模不断扩大

目前，横跨在贵州省罗甸县大井河上的大小井特大桥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大小井特大桥全长 1.5 公里，主跨 450
米，是世界最大跨径上承式钢管混凝土拱桥。据了解，该桥是平塘至罗甸高速公路关键性工程，对打通贵州“断头
路”，助推滇黔桂石漠化片区脱贫攻坚具有重要意义。

9 月 12 日，由新西兰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潍坊风筝扎制和
放飞活动作为体验课走进惠灵顿马斯登女子学校。来自山东
潍坊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风筝的代表性传承人郭洪
利向新西兰儿童展示了传统中国风筝的扎制技巧，并让大家动
手体验制作和放飞风筝，受到学校师生的欢迎。

防治出生缺陷是健康中国建
设的“首道防线”。9月 12日从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传出消息，我国
通过多个重大公共卫生项目推动
出生缺陷防治、助力健康扶贫，迄
今已有贫困地区 600 多万名儿童
受益于新生儿疾病筛查项目。

出生缺陷是指婴儿出生前发
生的身体结构、功能或代谢异常。
据估算，我国出生缺陷总发生率约
为5.6％。中国残联公布的数据显
示，我国每年新生缺陷儿约有 90
万例。

“出生缺陷已经成为健康扶贫
最难啃的‘硬骨头’。”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副主任曾益新当天在
2018 年预防出生缺陷日现场主题
宣传活动上说，因病致贫返贫比例
多年居高不下，目前高达44％，而
每10个建档立卡因病致贫返贫的
农村贫困人口中就有 1 个罹患出
生缺陷疾病。

为让群众“孕得优”、儿童少生
病，卫生健康委在贫困地区全面实
施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农村妇
女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农村

妇女“两癌”筛查、儿童营养改善、
新生儿疾病筛查等项目，推进出生
缺陷综合防治；联合中国出生缺陷
干预救助基金会，持续开展出生缺
陷防治宣传教育公益活动，针对 6
大类 72种结构畸形和多种遗传代
谢病开展贫困患儿医疗救助。

一系列出生缺陷防治措施显
著提升了贫困地区出生人口素质
和妇幼健康水平。曾益新介绍，全
国神经管缺陷发生率由2006年的
万分之八点一八下降至2016年的
万分之二点零一。2016 年苯丙酮

尿症和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
患儿 1 岁以内治疗率分别达到
97％和 99.6％，2.3 万名先心病患
者获得专项救治。

曾益新表示，加强出生缺陷
防治，下一步要优先将贫困人口
纳入免费产前筛查和诊断范围；
将 8 种建档立卡因病致贫返贫出
生缺陷疾病优先纳入大病保障和
大病专项救治范围；全面实施出
生缺陷防治人才培训项目，2400
名培训名额优先向贫困地区倾
斜。

我国贫困地区600多万儿童受益于新生儿疾病筛查项目

日前从人社部传出消
息：解决企业工资拖欠问题
部际联席会议印发了《2018
年度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
作考核细则》，部署对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18年度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进
行年度考核。

今年的考核细则共有考
核指标65项，分为加强组织
领导、工程建设领域欠薪源
头治理、工资支付保障制度、
工资支付诚信体系、依法处
置欠薪案件和加强执法能力
建设等 5个方面。考核细则
重点加强了对落实主管部门
特别是工程建设行业主管部
门责任、强化对欠薪失信企
业信用惩戒以及推进落实工
资支付保障制度的考核力
度，加大相关项目的分值权
重，充分发挥考核的正向导
向作用，指导和督促各地区
严格落实属地监管责任，确
保关于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的各项工作部署能够真正落
实落地。

保 障 农 民 工
工 资 支 付 工
作 考 核 细 则
出台

欢迎刊登分类广欢迎刊登分类广告告
8951212889512128 8521223685212236

活动时间：９月14日-21日

活动地址：东台市红兰南路86号（磊达宾馆A楼一层大厅）

联系电话：13305583320 13866220805 冉经理
乘车路线：10路、102路磊达宾馆站下车

磊达宾馆是本单位定点鉴定交流会地点，请市民认准单位，以免上当受骗！

关于收购茅台等名酒的公告

联合国 2018 年《世界粮
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9月
11日指出，2017年全球面临
食物不足困境的人口数量达
到约8.21亿，这一数字连续第
三年增加。如果不加大应对
力度，2030 年消除饥饿的目
标恐难实现。

《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
况》报告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
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
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
编制，旨在为国际社会提供有
关消除饥饿和改善营养等方
面的信息。

报告写道，受气候变化与
地区冲突等因素影响，2017
年全球食不果腹人口数量在
2016 年基础上进一步增加。
许多国家本就受到战乱之苦，
去年又遭遇洪水与干旱等灾
害天气，加剧困境，如也门、索
马里与阿富汗。

撒哈拉以南非洲与南美
洲是饥饿问题重灾区。非洲
东部食物严重不足的地区，营
养不良率达到 31.4%。南美
则受主要出口产品原油的市
场价格低迷等因素影响，如石
油出口大国委内瑞拉。

报告指出，51 个国家近
1.24亿人遭遇的饥饿困境达

到“危机”水平。全球年龄不
足5岁的儿童中，22%发育不
良，即1.51亿人。

另一方面，食物不足及不
能稳定获取食物，导致一些国
家民众健康食品摄入不足，更
多依靠廉价高热量的加工食
品，从而导致肥胖问题。全球
肥胖成年人数量从2014年的
6亿人，增至2017年的6.72亿
人，占全球成年人的13%。

报告写道，如果不加大应
对饥饿问题的努力，2030 年
消除饥饿的目标恐将难以实
现。

2015年 8月，联合国193
个会员国代表就2015年后发
展议程达成一致，并于当年9
月通过题为“变革我们的世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的文件。这份议程涵盖多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涉及消除
贫困、消除饥饿、保障受教育
权利、促进男女平等、促进就
业、应对气候变化、保护海洋
资源、保护陆地生态系统、减
少暴力、加强可持续发展全球
伙伴关系等内容。

此前，得益于亚洲经济快
速发展，全球面临食物不足困
境的人口数量逐步减少。联合
国2015年宣布，自1990年以
来已有超过2亿人远离饥饿。

全球挨饿人口持续增加
2030年消除饥饿愈发艰难

经研究同意拟对唐洋镇红色村三
组庄线路工程进行施工，前期准备工
作及施工方案已完成，为择优选择施
工单位，合理利用资金，确保工程质
量，现对全社会公开招标：

一、工程名称：
唐洋镇红色村三组庄线路工程。
二、工程概况：

工程地点：唐洋镇红色村。
总面积约2000平方米。
三、投标人应具备的主要资格条

件：
申请人资质类别和等级：具有此

类工程施工经验的单位或个人均可
报名。

四、请有意投标者于2018年 9月

18日下午 5时前（节假日除外）到唐
洋镇政府三楼财政所领取相关招标
资料，同时交纳招标资料费 200 元、
投标保证金10000元。

五、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王婷婷 85032370 18061739710

唐洋镇招投标办公室
2018年9月12日

唐洋镇红色村三组庄线路工程招标公告

东台市舶来贸易有限公司股东会
于 2018 年 8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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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冬
联系电话：13327999993
地址：东台市城东新区经八路西

侧、雅居路北侧奥莱购物广场 3号 1
层107、108室

邮编：224200

东台市舶来贸易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8月28日

注 销 公 告

盐城乐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
东会于 2018 年 9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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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小芳
联系电话：18205260288
地址：东台市东台镇电子商务产

业园龙光西路1号

邮编：224200

盐城乐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9月12日

注 销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