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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4 日，医疗队队员在出发时与
前来送行的同事告别。当日，浙江省组
建的第四批援助武汉医疗队共 453 名医
疗业务骨干从杭州启程，赴武汉参与新
冠肺炎重症、危重症病人的医疗救治工
作。据介绍，至 2 月 14 日，浙江省共派出
支援湖北医务人员 1698 名。

新华社华盛顿 2月 13日电 美国商务
部 13日宣布将一项“临时通用许可”延长
45 天，第四次推迟针对华为及其附属公
司现有在美产品和服务所实施的交易禁
令，以避免禁令对美国公司和消费者造
成不利影响。

美国商务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临时
通用许可”允许美国企业在 4 月 1 日前，
向华为及其非美国附属公司进行“特定”
及“有限的”的出口、再出口和转让产品
或技术等交易。

声明说，这一延长是必要的，可让美
国现有电信服务商，尤其是农村地区的
运营商得以继续安全地运营现有电信网
络。美商务部将在未来 45天内决定是否
继续延长“临时通用许可”。

美国商务部去年 5 月 15 日将华为及
其 68 家附属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其后于
5 月 20 日、8 月 19 日和 11 月 18 日连续三
次发布为期 90 天的“临时通用许可”，允
许华为及其附属公司从事“特定活动”，
以保证美国现有相关网络的持续运营，
为美国现有的相关移动服务提供支持。

美商务部第四次
推迟部分对华为
的交易禁令

最近一周，一大批重点
工程复产开建，从中央到地
方正在密集谋划施策精准

“稳投资”。国家发改委等
部委接连发布多个文件，要
求在抗击疫情的前提下，确
保重大项目投资不断档，将
中央预算内投资优先向疫
情重灾区应急医疗救治设
施、隔离设施等传染病防治
急需的项目倾斜。

各地也在积极行动，将
稳投资作为稳增长的关键，

梳理重点在建项目、待复工
项目等，明确复工时间表，
并在物资保障、审批核准备
案手续等多方面发力，推进
重大项目尽快开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
委员会 2 月 12 日召开会议
提出，要聚焦重点领域，优
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投向，
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调动
民间投资积极性，加快推动
建设一批重大项目。近日
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

提出，推动重大项目尽早开
工和建设。各地要加快项
目前期工作，做好用工、土
地、资金、用能等保障。

最近一周内，国家发展
改革委接连发布加强投资
项目远程审批服务，开工建
设在线报送指南、做好招投
标工作等多个通知。抗击
疫情的大背景下，这些政策
举措，聚焦加强投资项目储
备、保持投资动力、优化投
资结构，最大程度降低疫情

对投资项目前期工作以及
后续投资运行的影响，确保
重大项目投资不断档。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
“稳投资”坚持疫情防控和
项目建设两手抓，更为强调

“精准”和“有效”。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

究所研究员范若滢认为，未
来在做好“稳投资”的过程
中，一方面，要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前提下，积极推动前期
计划中的投资项目仍能顺利

开工，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对
项目建设和投资运行的影
响。另一方面，本次疫情暴
露了我国在公共卫生领域的
不足，未来可支持新上一批
公共卫生、基层医疗、生物医
药研发等“补短板”项目。

根据各地政府工作报
告等公开信息不完全统计，
今年地方重大项目投资计
划总规模在数十万亿元。

近期财政部提前下达
2020 年 新 增 地 方 债 限 额

8480亿元，加上此前提前下
达的专项债 1 万亿元，共提
前下达 2020 年新增地方债
限额 18480亿元。

浙商证券分析师孙付
认为，此举旨在保证基建投
资所需资金来源顺利、通畅
和充足，为复工后的项目建
设提供支持，是当前稳经济
的重要措施。伴随着后续
复工强度的进一步加强，预
计基建投资增速将持续回
升至 6.5%附近。

央地密集谋划施策精准“稳投资”

新华社北京 2 月 14 日
电 教育部近日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各校有针对性做
好疫情防控期间教师工作，
明确教师承担在线教育教
学、在线辅导答疑、作业批

改等计入工作量，纳入绩效
管理。

通知要求，各地教育
部门和学校要做好“停课
不停教、不停学”组织部
署工作，结合当地线上教

学平台和各校实际，因地
制宜组织教师开展在线
教学，注意青少年身心健
康，不得违反相关规定安
排教师超前超限超纲在
线教学。同时，从严从紧

做好学校疫情防控需要
返校教师的妥善安排，不
得组织教师参加线下集
中面授培训、集中职称评
审、大型会议等集聚性活
动。

教师承担在线教育教学纳入绩效管理

2 月 13 日，在瑞士日内瓦，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左)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世界卫生组织 13 日表
示，支持中国在湖北省采纳临床诊断结果确诊新冠肺炎病例的做法，认为这有助于病人更快得到临床护理等，由此而来的
确诊病例数上升“不代表疫情发展轨迹发生了重大变化”。

新华社北京 2月 13日
电 记者从 13 日举行的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
布会上了解到，按照党中
央的决策部署，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加大政策协调
和物资调配力度，优先保
障重点地区需要。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
品工业司副司长曹学军在
新闻发布会上说，工业和
信息化部充分发挥联防联
控机制医疗物资保障组组
长单位的作用，积极推动
重点生产企业复工复产、
增能扩产，抓好重点疫情
防控物资的统一调拨，全
力满足湖北特别是武汉的
疫情防控需求。根据统
计，截至 2 月 12 日，国内
生产企业累计向湖北运抵
医用防护服 72.67万件，医
用隔离面罩和隔离眼罩
35.84 万件，负压救护车
156 辆，呼吸机 2286 台，心
电监护仪 6929 台，全自动
红外测温仪 761台。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
发展司一级巡视员夏农
说，国家发改委从迅速组
织企业恢复生产、大力推

动企业扩能改造、保障全
产业链协调运行等方面采
取措施扩大口罩生产。截
止到 2 月 11 日，全国口罩
产能利用率已达 94%;特
别是一线防控急需的医用
N95 口罩，产能利用率已
达到 128%。

在医疗资源调配方
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燕
红说，国家卫健委坚决把
医疗资源集中到“抗疫”
一线，从全国 29 个省份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集 2
万多名医护人员组成 180
多个医疗队支持湖北和武
汉。针对湖北和武汉重症
病例多的问题，增派的医
疗力量当中有 7000 多名
重症专业的医护人员，以
加大重症救治力度。

郭燕红说，从 2 月 7
日开始，全国每天治愈出
院的患者达到 500 人以
上，目前累计治愈出院病
例近 6000 例。治愈出院
的病人越来越多，是一个
非常积极的信号，说明新
冠肺炎防治工作显现了一
定的成效。

全国口罩产能
利用率达到94%

近几年来，我市把背街后巷的路灯
建设列入每年的为民办实事专项工程，
每年都为市区30条背街后巷新装路灯，
经过努力，已先后分批解决了500多条
巷道的路灯，大大方便了居民的晚间出
行，改善了居民的生活质量。

今年，作为该项目主体单位的市城
管局路灯所主动出击，积极落实市委市
政府为民办实事工作会议精神，成立专
门工作小组，根据市民来电来访要求以
及人大政协提案，同时到18个基层社区
一一走访，全面调查摸底。现将社区上

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40条巷道予以公
示。

下一步，路灯所将征求社区意见，
本着实事求是、先急后缓的原则，结合
现场勘查情况，梳理出30条巷道先行实
施，剩余的巷道将在明年予以解决。

2020年巷道路灯公示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巷道名称

金海路燕京公司东巷

文华巷

朝阳路与教师新村间无名巷

王家场西巷

东明星家具城南巷

东明星家具城北巷

新民东路停车场

健康西路

乐天巷

富贵酒楼巷

长青连家店

魁星楼巷

东坝小区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五金公司宿舍

车站宿舍巷

新民西路支巷

缫丝厂宿舍

通金二支巷

老吴九路

定向河边

八中沟河北

东亭闸口

金鹿东路（嘉和名城北侧）

金鹿路北延

食品公司宿舍

窦楼小区50~51幢间

明海路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明海西路

永定路支巷

西虹桥河北

夏家院巷

顾家巷西河边

徐家塘巷

大润发停车场

老邮电局宿舍区域

东园新村2#楼

东窑135—145#间

望海小区11、24、30#楼

瓜果市场东巷

汤泊新村16#东巷

1、东台市海滨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三
仓河（迎宾大桥至海城大桥东）打捞水生葫
芦工程已经相关文件批准建设，工程所需
资金来源是自筹，现已落实。现邀请合格
的潜在投标人参加本工程的投标报名。

为切实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根据国家、省、市对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部署，
本项目采取不见面报名及不见面开标的形
式进行招投标。

2、江苏宏天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受招标
人委托具体负责本工程的招标事宜。

3、工程概况
（1）工程地点：三仓河（迎宾大桥以东

区域）
（2）工期：15日历天
（3）工程规模：约6.5万元
（4）质量标准：合格
4、本招标项目共分一个标段，标段划

分及相应招标内容如下：
东台沿海经济区三仓河（迎宾大桥以东

区域），总长约5500米，需打捞长度约2500
米，宽度约128米，对该区域的水生葫芦进
行打捞。完成招标人要求的全部工作内
容。

招标方负责船只（2条）及人工（6人）协
助作业，投标中标人负责机械打捞上岸及
上岸后平整，具体施工按招标方现场要求
实施。

投标单位必须现场踏勘，认真评估实际
施工难度和需投入的设备，不认真踏勘现
场，造成的一切后果自负。

5、申请人应当具备的主要资格条件：
（1）投标单位要求：具有独立的法人资

格的企业，营业执照具有河道保洁或河道
清洁经营范围；

（2）投标人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
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6、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用合理低价
法。

（1）投标申请人于 2020年 2月 15日至
2020年2月18日，采用电汇等不见面形式缴
纳报名费，报名费300元，并注明报名项目名
称（可写简称）。请投标申请人用本单位账户
或本单位正式职工（资格审查中需提供保险
证明资料）银行卡缴纳报名费用，报名时间以
报名费用到账时间为准，如过报名截止时间，
报名费用不予退回，且一切责任由投标申请
人自行承担。（已报名单位不需再报名，请按
本公告网址下载新的招标文件。）

（2）报名收款单位：东台市海滨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开户行：东台农商行弶港支行
账号：3209192701201000032607
（3）招标文件及相关资料下载：
在“东台沿海”微信公众号下载招标文

件及相关资料，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0zl-

bVmCo8dAwqy8Ij7Ap-A
提取码：ahdy
7、投标文件接收及开标信息：
各投标人须在截止时间前将投标文件

电子邮件（加密）及投标文件邮寄快递回单
扫 描 件（须 单 号 清 晰），发 送 至 邮 箱
913995731@qq.com，并在邮箱中提供投标
单位联系人电话。投标文件接收时间以投
标文件电子邮件发送至指定邮箱时间为
准，逾期发送的或者未发送指定邮箱的投
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各投标人投标
文件发送至邮箱的时间先后顺序即为投标
签到的顺序。

本项目开标采用不见面开标形式，不见
面开标时由监督人员全程监督，并在条件
许可的前提下进行视频直播，邀请所有投
标人观看。如因投标人未提供相关联系方
式导致无法联系等自身原因，未能观看到
视频直播的，不得对开标会议提出异议。

（1）投标文件电子邮件接收截止时间：
2020年2月21日9时。

投标文件纸质资料邮寄接收地点：东台
市北海西路1号聚府双苑南楼，邮寄方式建
议采用顺丰

投标文件纸质资料邮寄接收人：杨婷婷
（联系电话：18962035101）

（2）不见面开标时间：2020 年 2 月 21
日9时30分

2020年2月14日

东台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第二次）（资格后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