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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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台市银龙纺织有限公司：
你公司工伤人员侯小平向我处

提出先行支付其工伤待遇申请，我

处受理后，依法向你公司送达催告
通知书，要求你公司在接到催告通
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侯小平

核实并依法支付工伤待遇。如你公
司不予支付，我处将依法先行支付，
同时取得要求你公司偿还的权利。
你公司无人签收，现就该事项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六十日视为送达。

东台市社会劳动保险管理处
2018年12月5日

公 告

东台市东恒电气有限公司股
东会于2018年 11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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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越余
联系电话：15366527748
地址：东台市时堰镇周舍村
邮编：224211

东台市东恒电气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12月5日

注 销 公 告

东台镇汤泊社区门前场地及
政府周边道路及垃圾池修建工程、
东台镇华灶园区庙口二沟整治工
程，经镇政府批准，面向社会公开
招标。

一、项目地点：东台镇境内。
二、项目概况：共二个标段。
一标段东台镇汤泊社区门前

场地、政府周边道路及垃圾池修建
工程:社区门前停车场浇筑混凝土
624.5m2、凿除并新浇路面 259m2、
新建垃圾平台 5 座等。工程规模

约12万元。
二标段东台镇华灶园区庙口

二沟整治工程:整治河道长400米
（现有坝向西），两侧刷坡4400m2。

具体情况详见招标文件。
三、报名资格条件：
一标段：有建筑、市政三级以

上（含三级）工程施工资质的单位
均可报名。报名时携带：单位介绍
信或授权委托书（手写无效且原
件），报名人身份证复印件。复印
件均需加盖单位公章。资格审查
采取后审方式。

二标段：有水利工程施工资质
三级以上(含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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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证复印件、项目经理证书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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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6日至 2018 年 12 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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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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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

招标公告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地点：溱东镇高桥、

志刚村。
（2）质量标准：合格。
（3）建设单位：溱东镇人民政

府。
（4）施工工期30天。
二、招标内容：疏浚长度 2.5

公里，测量淤积土方量1.8万方，
详见招标文件。

三、投标申请人应当具备的
主要资格条件：

投标者必须是具有水利水电
三级以上（含三级）施工资质的单
位。

四、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
用最低价中标。

五、投标人必须委派符合条
件的项目经理携带法人授权委托
书、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资质证
书复印件、安全许可证复印件等
相关资料购买招标文件及相关资
料。需缴纳招标文件费200元。

六、工程款支付：工程竣工验

收合格后付至60%，2019年底经
审计付至审定额的90%，2020年
底无明显问题结清余款。

七、报名时间
2018 年 12 月 5 日 8:30 到

2018年12月11日18：00。
八、报名地点：溱东镇招投标

办公室(513)
联系人：宋伟平
联系电话：0515-69989389

18260623612
2018年12月5日

溱东镇2018年度乡级河道疏浚工程（增产河）招标公告

江苏拓能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因保管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
作废。

东台市五烈镇吉娣五金经营
部（注册号为 320981601503546）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一本，编号为：
320981000201306170130，声 明
作废。

东台市旭昌物流有限公司遗
失开户许可证正副本，核准号为：
J3117002394301，声明作废。

东台市东台镇青豆家奶酪店
因保管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 本 一 本 ，副 本 编 号 为
320981000201604270022，声 明
遗失。

日前,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监督局副局
长安佐尔·穆扎耶夫在“今日俄罗斯”国际通
讯社举行的圆桌会议上表示,从 2019年开
始,中文将被纳入俄罗斯国家统一考试的外
语科目中。数百名俄罗斯中学生明年将参
加这一中文科目考试。

该考试是俄罗斯中学生的毕业考试,相
当于中国的高考。据了解,中文是被纳入俄
外语考核体系的第五种外语,此前可选语种
为英语、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俄罗斯联
邦教育科学监督局于3年前开始筹备制定
中文考试方案,并进行了数轮的讨论和试
考,目前,中文考试技术开发工作已经完
成。根据俄罗斯联邦教改研究所最新公布
的中文考试题目演示版,考试分为笔试和口
试两项,笔试包含四个部分,分别为“听力”

“阅读”“语法、词汇和书写”“写作”,考试时
间共3个小时。

近年来,俄罗斯学习中文的人数不断增
长,1997年仅为5000人,2017年已达5.6万
人。

中文明年将被纳入
俄国家统一考试

搭载中国第 35 次南极科考队的“雪龙”号极地考察船,日前到达距离中山站 44 公里处的陆缘冰区。经过紧张的冰上
探路确定冰面卸货路线后,一场“海陆空”全天候卸运物资的“战役”在南极冰天雪地中打响。

截至 12 月 3 日,全国
共有 21 个省份发生 79 起
家猪疫情、2 起野猪疫情,
尽管非洲猪瘟疫情还在发
生,但防控有效,总体可
控,目前仍属于多点散发
态势,没有出现大面积流
行。

这是记者 4 日从全国
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召
开的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工

作通报协商会了解到的信
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
康震在会上通报了相关情
况,并回答了部分全国政
协委员的提问。

于康震在会上表示,
农业农村部对非洲猪瘟疫
情加强部署督导,果断处
置已发疫情,全面开展监
测排查,切断传播链条,着
力保障市场供给。全国累

计扑杀生猪 63.1 万头,所
有已发疫情均得到有效处
置。

同时,及时采取禁止
发生疫情省份及相邻省份
生猪跨省外调,关闭生猪
交易市场,对生猪运输车
辆实行备案,禁止餐厨剩
余物喂猪等措施。目前疫
情传播势头得到有效遏
制,已有 8 个省的 35 个疫

区按规定解除封锁。
“非洲猪瘟不是人畜

共患病,不会传染人,也不
传染除家猪、野猪外的其
他动物。但病毒若在我国
定殖,将会严重威胁生猪
产业发展。”于康震说,农
业农村部将会同非洲猪瘟
联防联控机制各成员单位
进一步强化监管措施,严
防外来疫情再次传入。

我国非洲猪瘟疫情总体可控

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
扎纳 12 月 4 日接受媒体
采访时称,菲无法实地确
认中国是否在南海岛礁建
设了气象站,但是即使有,
这些气象站也无需担心。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1
月 1 日曾表示,中国已在
南沙有关岛礁启用岛礁海
洋观测中心、气象观测站、
南沙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
测站等。这些项目旨在开
展南沙海洋水文、气象、空
气质量观测,对外提供海

洋预警预报、海啸预警、
气象预报、空气质量预报
以及防灾减灾等服务。

中方宣布这一消息
后,菲一些媒体曾炒作并
要求菲政府表态。据《菲
律宾星报》报道,洛伦扎纳
12月 4日表示,菲律宾军
方无法确认这些气象站,
因为菲战机每次飞近相关
岛礁,就会受到中方警告,

“你看看地图就会发现,岛
礁上有很多设施,我们不
知道哪个是气象站”。

菲律宾防长:
菲不担心中国

在南海岛礁建气象站

新个人所得税法将于
2019年1月1日起施行,为
了让纳税人尽早享受减税
红利,今年 10 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我国对纳税人实
际取得的工资和薪金按每
月5000元的基本减除费用
(“起征点”)进行扣除,并适
用新税率表。

记者近日从国家税务
总局了解到,个人所得税改
革启动以来的首个申报期
运行平稳,10月份发放的工
资薪金所得和个体工商户

取得的生产、经营所得已完
成申报。

改革实施首月,全国个
人所得税减税316亿元,有
6000多万税改前的纳税人
不再缴纳工资薪金所得个
人所得税。数据显示,制造
业纳税人减税规模最大,民
营企业减税幅度较为明
显。财税专家表示,这体现
出个税改革既促进社会公
平,又增添经济增长内生动
力的改革初衷和重大意义。

本次个人所得税改革

优化了税率结构,大幅拉大
了中低档税率级距,改革红
利更多地惠及中低收入人
群。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司
长罗天舒介绍,10月领取工
资薪金所得在 2万元以下
的纳税人,减税幅度都超过
50%,占税改前纳税人总数
的 96.1%,减税金额达 224
亿元,占当月总减税规模的
70.9%。

减税红包有助于增加
消费预期,改善生活品质。

“起征点”提高和税率结构

优化双重利好共同作用,工
薪阶层成为受益最大、降负
最明显的群体。数据显示,
改革实施首月,工资薪金所
得减税304.1 亿元,减税幅
度41.3%,工薪阶层普遍受
益。

改革实施首月,民营企
业员工少缴个人所得税
164.5 亿元,占当月减税总
额 的 54.1% , 减 税 幅 度
44%。税务总局税收科学
研究所所长李万甫表示:

“从首个申报期的减税成效

来看,民营企业减税总额和
减税幅度都比较大,这将进
一步激发民营企业内生动
力,提高竞争软实力。”

个税改革对于提高民
营企业员工工作积极性起
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进一步
增加了企业发展的信心。

作为实体经济的主体,
我国制造业发展整体稳中
向好。个税改革首个申报
期,制造业员工个税减税规
模达到58.5亿元,占本月减
税总额的19.3%,这是此次

个税改革的一个亮点。其
中,装备制造业是制造业个
税中减税规模最大的行业,
实现减税34.3亿元。“制造
业多数是劳动密集型企业,
用工成本高,也是高收入人
群集中的地方,降低税负,
有利于推动制造业更好发
展。”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
研究院研究员张斌说。

值得一提的是,缴纳个
税较多的高端科技型人才
成为这次改革的重要受益
者。

个税改革民企减税幅度明显
红利更多惠及中低收入人群

受强冷空气影响,“中
国北极城”黑龙江省漠河
市12月 4日迎来入冬以来
最低温-41.1℃。漠河市气
象局 3日发布寒潮红色预
警 信 号,24 小 时 降 温 达
22.1℃,这也是漠河气象史
上发布的首个寒潮红色预
警信号。

漠河市是中国最北端
的县市,被称为“中国的北
极城”。漠河市毗邻俄罗
斯西伯利亚地区,年平均
气温只有-5℃,冬季气温
一般在-40℃以下,是中国
气温最低的县市。

漠河市气象局发布的
消息显示,4 日最低气温,

漠河市区降至-39.7℃,下
辖 的 阿 木 尔 镇 降
至-41.1℃,迎来漠河入冬
以来最低温,达到极寒天
气等级。从降温幅度来
看,3 日漠河市最低气温
为-19.0℃,24 小时降温达
22.1℃ ,为历史罕见。

极寒天气下,漠河市外

出的居民全副武装,室外制
作冰雕的工人的脸上和帽
子上布满了厚厚的冰霜。
天气越来越寒冷,漠河市的
冬季旅游持续升温。中国
最北端的冰雪世界,每天都
吸引大批南方游客前来赏
冰玩雪,找“北”找“冷”,感
受不一样的寒冷。

漠河遭“断崖式”降温:一天降温22.1℃

美国一家基因编辑公司近日宣布,将启
动一项利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治疗某
种遗传性眼疾的临床试验,相关申请已被美
国监管部门接受。

据悉,在这一临床试验中,基因编辑的
对象是先天性黑朦病患者眼睛里的感光细
胞,这是一种体细胞,而非生殖细胞。体细
胞的遗传信息不会遗传给下一代,所以不涉
及伦理道德问题。

这一名为EDIT-101 的疗法由美国埃
迪塔斯医药公司与艾尔建公司共同研发。
埃迪塔斯医药公司在声明中表示,该疗法

“有望成为世界上第一种在人体内使用
CRISPR技术的疗法”。

声明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已接受
该公司为这一疗法递交的临床试验申请,允
许其使用CRISPR技术治疗利伯先天性黑
朦10型患者。

利伯先天性黑朦是一种由多个基因突
变造成的遗传性视网膜退行性病变,是儿童
先天性失明的最常见原因,全球每10万名
儿童中有2至3人罹患该病。其中,10型是
最常见的类型,占该遗传病患者总数的
20%至30%。目前,利伯先天性黑朦尚无有
效疗法。

基因编辑人体临床
试验将在美国启动

12月4日,江苏省高级法院发布为民营
经济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8项
具体措施,确保民营企业在审判和执行过程
中与其他各类市场主体诉讼地位、法律适
用、法律责任平等,依法保护诚实守信、公平
竞争。

8项举措包括坚持平等、全面、依法保
护民营企业的司法理念,不断加大民营企业
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创新
权益,推动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加强民营企业市场救治和退出的司法保
障等。全省法院将以有利于促进创新、有利
于公平竞争、有利于消费者长远利益为指
引,科学对待、审慎处理民营企业涉法问题;
将集中梳理民营企业尤其是大中型民营企
业涉金融借款、民间借贷、融资租赁、担保追
偿等诉讼情况,全面排查存在资金链风险的
民营企业,有针对性地采取司法措施、提出
工作建议。

江苏加大民企
产权司法保护力度

泰东线航道标志标牌
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建
设，现面向社会公开招标，
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工程概况
泰东线航道沿线设置

20座标志标牌工程施工，
完成招标人提供的工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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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条件：
a、投标人须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持有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核发的有效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b、投标人具
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
的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
（公路安全设施分项）二级
及以上资质，并在有效期
内；c、投标人须具有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有效
的《安全生产许可证》；（2）
业绩要求：投标人具有交
通安全设施工程施工项目
的业绩；（3）项目经理和项
目总工资格：项目经理必
须具有港口与航道工程专
业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或
公路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
注册建造师证书，在已完
交通安全设施工程施工项
目中担任过项目经理（含
副职或技术负责人），且项

目经理、项目副经理（如
有）、项目总工应具有省级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核发的
有效的《公路水运工程施
工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
核合格证书》（B 类证）；
（4）其他人员要求：拟投入
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具有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核发的有效的《公路水
运工程施工主要负责人和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
产考核合格证书》（C类）。

2、投标者报名时需携
带：介绍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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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本人身份证件并缴纳招
标文件成本费500元／套，
领取相关资料，报名费不
退。

三、报名时间及地点
报名时间：2018年 12

月 6日上午9时至2018年
12月 10日下午5时（节假
日不休）。

报名地点：连申线东
台水上服务区 2 楼会议
室。

联系人：曹本科
联 系 电 话 ：0515 －

85390938
东台市航道管理站
2018年12月6日

招标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