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袁效川 电话：85222315 ■版式设计：陶扬

4 版 2018年 10月 11日 星期四新闻·国际国内 广告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郑州大学、盐城工学院、盐城师范学
院、电子科技大学、九州职业学院、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等现在东台常年开设网络
教育、成人教育大专、本科学历，专业有：
学前教育、建筑工程、工程造价、会计学、
金融学、工商管理、物流、法学、机电一体
化、计算机、旅游管理、护理学、药学等。
学习形式网上学习为主，两年半考试通
过拿证。

常年开办会计基础班、会计初、中级

职称班，一级、二级建造师(考前3天封闭
训练)、一级消防工程师、各类电脑专业、
育婴师、教师资格证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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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专、本科学历提升
到东台百佳

专业：法律、会计、工商管理、土
木工程、金融、机械、中小学各科、工
程管理、农业资源与环境、机电一体
化技术等多个大专和本科专业，详
情请见招生简章。

开放教育：国家开放大学、江
苏开放大学

奥鹏教育：大连理工大学、福
建师范大学

报名地点：东台开放大学办公

楼二楼招生办（惠民路9号）
报名资料：毕业证、身份证原

件
联系热线：0515-85213269

0515-85106216
报名时间：国家开放大学专业

报名：从即日起；
江苏开放大学专业报名：从即

日起；
奥鹏教育专业报名：从即日起

至各院校的招收截止时间。

东台开放大学（原东台电大）
2018年秋季开始招生

国家承认学历 教育部电子注册

杨丹遗失人民警察证，证号
099866，声明作废。

东台市江瑞工具有限公司遗
失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9月 12日开具的通用机
打发票，发票号码 00105219，金
额为500元，声明作废。

江苏科美瑞铝业有限公司遗
失开户许可证正副本，核准号为：
J3117003759601，声明作废。

杨剑平遗失《中华人民共和
国 残 疾 军 人 证 》证 号 苏 军
J047537，声明遗失。

原东台市台东镇通新村三组
78户于1996年 1月 16日集体在
人保东台支公司投保长效还本家

财险，保单号码0000678，因保管
不善，丢失保单正本，声明遗失。

东台市正兴棉业有限公司遗
失开户许可证正副本，核准号为：
J3117000489802，声明作废。

江苏百分比家具有限公司遗
失法人章（丁青松）、公章各一
枚，声明作废。

东台市宇翔机械配件厂因保
管不慎遗失公章、财务章、法人章
（蒋日凤）各一枚，声明作废。

刘益、王春香遗失子女刘新
宇出生证，证号：320326620，声
明作废。

杨佩佩遗失江苏金鹰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于2016年 12月 5日
所开的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发
票联），发票代码：3200162350，
发票号码：18644895，声明遗失。

东台智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会于2018年 9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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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美兰
联系电话：13851303304
地址：东台市城东新区纬八

路东侧创业大厦115室
邮编：224200
东台智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清算组
2018年10月11日

注销公告

东台市城东新区西洋河排涝
站 10KV配电增容工程，现面向
社会公开招标，具体事项公告如
下：

一、工程概况
西洋河排涝站10KV配电增

容工程施工，需将原负荷80KVA
的变压器，增容更换为 160KVA
邮 变 一 台 ；架 设 绝 缘 线 JK-
LYJ-10-70 约 250 米 ，JK-
LYJ-10-150约1080米，15米水
泥杆约 8根，完成招标人提供的
工程量清单中全部施工内容。工
程规模造价约 11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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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具有三级及以上电
力工程总承包资质或三级及以上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资质；（2）
项目负责人为二级及以上机电工
程专业注册建造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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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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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11

日上午9时至2018年10月13日
中午12时；2018年10月15日上
午9时至2018年10月15日中午
12时。

报名地点：城东新区科创大
厦4楼西侧招标办公室、0512办
公室。

联系电话：13851031610
13655116881

开标时间、地点：2018年10
月 16 日上午 9 时科创大厦一楼
西裙楼会议室。

城东新区招投标办公室
2018年10月11日

招标公告

东台市城东新区和平村活动
板房配套工程，现面向社会公开
招标，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工程概况
和平村活动板房（32 间）配

套工程，完成招标人提供的施工图
纸和工程量清单中全部施工内容。
项目规模总投资约28.4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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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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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请人项目负责
人资质等级：二级及以上市政公
用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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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11日

上午9时至2018年10月13日中午
12时；2018年10月15日上午9时
至2018年10月15日中午12时。

报名地点：城东新区科创大
厦4楼西侧招标办公室、0512办
公室。

联 系 电 话 ：13851031610
13655116881

开标时间、地点：2018年 10
月 16日下午15时科创大厦一楼
西裙楼会议室。

城东新区招投标办公室
2018年10月11日

招标公告

东台市城东新区和平村活动
板房搭建工程，现面向社会公开
招标，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工程概况：
和平村活动板房（32间）搭建

工程，完成招标人提供的施工图
纸和工程量清单中全部施工内
容。项目规模总投资约8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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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资质类别和等级：
三级及以上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资质;（2）申请人项目负责人资质
等级：二级及以上建筑工程专业
注册建造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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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11日

上午9时至2018年10月13日中午
12时；2018年10月15日上午9时
至2018年10月15日中午12时。

报名地点：城东新区科创大
厦 4楼西侧招标办公室、0512 办
公室。

联 系 电 话 ：13851031610
13655116881

开标时间、地点：2018 年 10
月 16日下午 15时科创大厦一楼
西裙楼会议室。

城东新区招投标办公室
2018年10月11日

招标公告

为了进一步推进姜墩村新农
村建设进程，美化、亮化环境，方
便村民晚间出行，现决定实施亮
化工程，预计安装太阳能路灯 35
盏，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现决定对外公开招标，公告如下：

一、工程概况
预计安装太阳能路灯35盏。
二、工程标准及要求：详见招

标文件及路灯效果图。
三、报名条件
（一）资格标准
参加投标企业应具有城市及

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以上
（含三级）资质的企业均可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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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元（缴纳户名：东台
市弶港镇姜墩村村民委员会，账
户 ：3209190271010000070905，
开户行：弶港农商银行，不接受现
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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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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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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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
收取）。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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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探联系人：李先
生13813236919）

四、报名时间及地点
报名时间：2018年10月10日

上午 8：30 起至 2018 年 10 月 13
日上午11时止（工作时间）。

报名地点：镇政府招投标办公
室。

投标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联系人：徐女士15161945272
特此公告

弶港镇招投标办
弶港镇农村产权交易服务站

弶港镇姜墩经济合作社
2018年10月10日

招标公告

据英国《华闻周刊》报道,科学家对全球
气温上升风险提出最后一次警告。专家称,
将气温上升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将需要

“全社会各个方面快速、深远、前所未有的变
化”。目前,世界已经脱离轨道,平均气温上
升达3摄氏度。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教授表示,
“将温度升温限制在1.5摄氏度会带来很多
好处,它确实会大大减少气候变化的影响。”

“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各界所需要进行
的改变是前所未有的——我们能源系统的
变化、管理土地方式的变化,以及运输方式
的变化。”

如何能够达到全球稳定控制在1.5摄氏
度:到203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需要比
2010年减少45%;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估
计将提供高达全球电力的85%;预计煤炭排
放将减少到无限接近零;能源作物需多达
7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略小于澳大利亚面
积);到2050年全球排放量应达到零。

气候专家对全球变暖
提出最后一次警告

从 10 月 1 日起,食品
行业有两项新规正式实
施,分别是《餐饮服务食品
安全操作规范》施行和SC
编号的启用 QS 标志。从
本月起,外卖餐厅需在网
上公示餐饮服务食品安全
等级信息、食品经营许可
证 等, 食 品 包 装 上 将 以
SC(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
替代原有的QS标志。

长久以来,蓝色QS标

志被认为是质量安全的象
征,然而根据国家相关规
定,10 月 1 日起,食品生产
者生产的食品不得再使用原
包装、标签和QS标志,取而
代之的是带有SC开头的一
串编号。新的食品生产许可
证编号是字母SC加上14位
阿拉伯数字组成,14位数字
分别对应食品类别编码、生
产的省市自治区代码、市地
代码、区县代码以及生产

许可证序码和校验码。
对消费者而言,新编号

SC最大的好处就是——能
够实现食品的追溯。在购
买食品时,能够知晓食品
原料从哪儿来,在哪儿加
工,何时产出等等,也让消
费者买得更加放心、安心。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新
修订的《餐饮服务食品安
全操作规范》自今年 10月
1 日起施行。这一新规适

用于餐饮服务提供者包括
餐饮服务经营者和单位食
堂等主体的餐饮服务经营
活动。

规范要求,第三方平台
提供者和入网餐饮服务提供
者应在网上公示餐饮服务提
供者的名称、地址、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等级信息、食品经
营许可证。入网餐饮服务提
供者应在网上公示菜品名称
和主要原料名称等。

两项食品新规10月起实施

曾被称为各种套餐中
“忽悠之王”的不限流量套
餐终于“消失”了。在被工
商认定为虚假广告、遭消协
质疑、工信部也点名批评勒
令整改后,记者近日获悉,
上市一年多后,重压下三大
运营商已叫停“不限量套

餐”的说法,改头换面后亮
相的则是“畅享套餐”等。

2017 年 1 月,第一款
4G网络不限量套餐在国内
亮相,高昂的身价让它成了
高端用户的选择。随着三大
运营商竞争加剧,多款“不
限流量套餐”纷纷强势上

线,主打“不限量”的噱头,
其用户量也是一路激增。

然而，不限量套餐宣传
时大写的“不限量”+小写的

“限速”,让很多用户感觉到
了不对劲。说是不限量套
餐,可是通常20G后就要限
速,有些地区的运营商在超

过一定流量后还会关停用
户当月的上网服务。

运营商不限流量套餐
猫儿腻多的问题,也终于受
到了主管部门工信部的重
视。同年6月工信部也正式
出手,约谈了三大运营商,要
求企业必须规范宣传行为。

三大运营商叫停不限量套餐

2018 年全国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活
动周北京会场活动
近日开幕,600 余项
最 新 科 技 成 果 亮
相。记者了解到,此
次北京会场主题展
无论是面积之大还
是 参 展 项 目 之 多,
均创下历届之最。

薄如纸张的眼镜片、
不凸起的手机镜头、微型
医学成像工具……华人领
导的研究团队近日研制出
一种只有1微米厚的超薄
平面透镜,有望大幅降低
光学器件的尺寸和重量。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应
用物理学副教授虞南方团
队新近发表在《光:科学
及应用》杂志上的报告显
示,这种由“超像素”构成
的平面透镜比普通纸张还
要薄。这些像素均小于光
的波长,能不同程度延迟
光波通过透镜的时长,从
而实现传统透镜的功能。

不同颜色的光通过不
同介质和结构时速度不一
样,因此复色光通过棱镜
会分解成单色光,这种现
象被称为光的色散。由于
这种现象的存在,普通透
镜无法同时聚焦不同颜色

的光,目前大部分相机等
成像系统通过堆叠多层透
镜来解决色差的问题,但
这增加了摄像摄影器材的
复杂性和重量。

研究团队采用具有复
杂纳米结构的“超像素”,
使用半导体制造工艺,首次
实现可将拥有任何偏振态
的各色光波聚焦于一点的平
面透镜,其成像性能可与一
流的复杂透镜系统相当。

研究人员说,这种平
面透镜可依托类似制造电
脑芯片的晶圆代工方式大
规模生产,且产品质量高、
成本低,避免了传统透镜
生产中的浇注、打磨、抛光
等昂贵、耗时的制作步
骤。他们希望这种轻薄的
平面透镜能替代厚重的传
统透镜,就像早年平面彩
电取代显像管电视机那
样。

华人团队开发出
比纸薄的平面透镜

在保险营销员制度引
进中国的近三十年间,国
内的保险营销员从0到超
过 800 万,增长迅猛。数
据显示,2017年中国保险
行业营销员新增数量超过
400 万 人, 脱 落 率 高 达
70%。

近日,首份保险营销
员大样本调查《2018年中
国保险中介市场生态白皮
书》出炉。根据《白皮书》
内容,国内有7成保险营销
员为女性;约一半的保险
营销员月收入在6000元以
下,月入 2 万元以上的仅
占 9.2%;超过 8成业务员

的业绩来自身边的熟人,
“杀熟”依然是目前保险
营销员的主要获客方式。

问卷反馈数据显示,
我国保险营销员总体特征
可以概括为“女性为主,
学历偏低,男性成长性
强”。在国内的 800 多万
保险营销员中,有 71%是
女性, 男性占 29%。 25
岁～45 岁的营销员占据
主体地位,近 80%;学历
以大专为主,约占 40%,
本科及以上的营销员仅占
到 21.9%;省会城市和直
辖市吸纳了超过 60%的
从业人员。

国内 800万保险营销员大起底:

月入2万以上不足1成 10月 3日,国际法院宣布美国对“伊朗
诉美国违反1955年友好条约案”拥有管辖
权,并要求美国立即停止针对伊朗人道主义
物资及民航安全相关商品和服务的制裁。

尽管国际法院已做出裁决,但美国方面
依旧“我行我素”。美国计划11月重启对伊
朗能源、航运、保险、金融行业等领域的制
裁,但美方的如意算盘未必能打响。首先,
完全封锁伊朗石油出口并不现实。其次,大
幅削减伊朗石油出口,如果引发市场动荡、
油价飙升,制裁效果将大打折扣。

美国《纽约时报》认为,奥巴马政府曾将
达成伊核协议视为改善美伊关系的“一次重
要赌博”,期望协议能为两国在反恐和叙利
亚问题上的合作构建基础。但如今,特朗普
政府内部就是否废除伊核协议存在较大分
歧。

不仅如此,伊朗在令美国头痛的叙利亚
问题、伊拉克重建、黎巴嫩、巴以冲突等地
区热点问题上有着无可替代的影响力,美国
深知这些问题无法绕过伊朗而得到解决。

特朗普低估了伊朗政府的意志和能力,
也低估了美国全面恢复对伊朗制裁的难
度。从之前的经验来看,对抗升级、战略冲
动、形势误判都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

美伊关系或再跌谷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