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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台惠民城镇化建设发展
有 限 公 司 的 开 发 区 东 渣 路
（G344-东区五路）交安工程已经
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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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东台市兴华招标代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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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经济开发

区内。
（2）工程规模：造价约 41.42

万元。
（3）质量标准：合格。
（4）工期：10日历天（其中标

线1天内完成）。
4、本招标工程共分一个标段，

招标内容如下：江苏东台经济开发
区东渣路（G344-东区五路）交安
工程施工，完成招标人提供的工程
量清单中全部施工内容。

5、申请人应当具备的主要资
格条件：

（1）申请人资质类别和等级：
具有二级及以上公路交通工程专
业承包资质（公路安全设施分项）
的企业；

（2）拟选派项目经理资质等
级：二级及以上市政工程或公路
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

6、资格审查办法：资格后审。
7、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

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

8、请申请人的被授权委托人
携带本人身份证于2021年1月12
日至2021年 1月 16日上班时间，
到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
创业园二楼招标办（经三路7号）
获取招标文件及相关资料，售价：
300元/份，售后不退。

9、本工程投标截止时间和开
标时间为：2021 年 1 月 18 日 16
时。

联系人：冯碗群
电话：0515-85237997
地址：东台市经三路7号
联系人：吴春华
电话：0515-85251201
地 址 ：东 达 翰 林 缘 商 铺

12-104号
2021年1月12日

开发区东渣路（G344-东区五路）交安工程
招标公告

东台市城东高新技术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的东台高新区南庄新村屋面钢
制门维修更换询价采购项目，项目规
模：造价约10.8万元，工期要求：15日
历天。现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具体事
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东台高新区南庄新
村屋面钢制门维修更换询价采购项
目，完成招标人要求的全部采购及安
装内容。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用综
合评分法。其余事项详见招标文件。

二、投标者资质：
1、参加报价的供应商须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且具有本次采购产品生产或
销售相关营业范围(厂商或代理销售
商)，投标时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

件。中标候选公示期满前必须提供厂
家产品质量售后承诺函，否则取消中
标资格，产品供货进场前需提供出厂
检测报告及合格证。

2、投标人报名时须委派本单位正
式人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公司授
权委托书原件及单位营业执照复印
件、单位资质证书复印件购买招标文
件及相关资料，售价：200 元/套（现
金），报名费不退。

3、本项目推荐品牌为：南京国泰、
南京中泰、昆山新恒邦，投标人投推荐
品牌以外的产品，需于2021年1月16
日 10时前提供相当于或者不低于以
上品牌和参数的证明材料交采购人审
核，采购人以答疑文件的形式确认投

标品牌的有效性，否则投标作无效标
处理。

三、报名、开标时间及地点
报名时间：2021年 1月 13日上午

9时至2021年1月15日下午18时（上
班时间）。

报名地点：东台高新区科创大厦
八楼812、815招标办公室。

联系电话：17396885455
18252927677

开标时间、地点：2021 年 1 月 16
日 15 时，科创大厦一楼西裙楼会议
室。

东台高新区招投标办公室
2021年1月13日

招标公告

新华社里斯本1月11日电 葡萄牙总统
府网站11日发表声明说,葡萄牙总统德索
萨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属于无症状感
染者。

声明说,德索萨将取消未来几天的公
务活动,在总统府隔离。德索萨近来正忙于
将在本月24日举行的总统选举活动。

葡萄牙卫生部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过去24小时,葡萄牙新冠确诊病例达5604
例,死亡病例 122例,创疫情暴发以来单日
死亡病例新高。

葡萄牙总统德索萨
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

经济参考报消息 1 月
11 日,商务部办公厅发布
《关于推动电子商务企业绿
色发展工作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从持续推动
企业节能增效、快递包装绿
色供应链管理、发挥平台优
势培育绿色发展生态以及
保障措施等四个方面推出
12项举措。

通知明确,加强规范引
导,落实好电商领域快递包
装禁限制要求。重点地区
的电商企业要逐步停止使
用不可降解的塑料包装袋、
一次性塑料编织袋,减少使
用不可降解塑料胶带。推

动电商外卖平台与回收企
业等开展多方合作,在重点
区域投放外卖餐盒等回收
设施。推动电商企业建立
包装产品合格供应商制度,
扩大合格供应商包装产品
采购比例,禁止采购使用重
金属含量、溶剂残留等超标
的劣质包装和有毒有害材
料制成的填充物。

通知要求,积极引导绿
色消费。鼓励电商平台建
立积分奖励、信用评分等机
制,引导消费者购买绿色商
品、使用绿色包装或减量包
装,参与包装回收。引导电
商平台开展以旧换新等绿

色环保主题促销和教育宣
传活动,传播绿色环保理
念,增加消费者对绿色产品
的认知。鼓励电商平台开
展绿色公益活动,提升消费
者绿色环保意识。

通知提出,增强数字化
运营能力。鼓励电商企业
应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
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加强
供需匹配,提高库存周转
率,推动多渠道物流共享,
应用科学配载,降低物流成
本和能耗。

通知还强调,加大政策
支持。综合运用规划、标
准、资金、投融资等政策导

向,推动电子商务企业绿色
发展。建立健全绿色电商
评价指标,通过示范创建、
综合评估等工作,培育一批
绿色电商企业,形成一批可
复制推广的环保技术应用、
快递包装减量化循环化推
广新模式。指导电商企业
积极参与财政资金支持的
绿色技术研发项目,鼓励符
合条件的电商企业在开展
绿色、可循环快递包装规模
化应用中申请绿色信贷。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
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洪勇对
《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通
知在继续重视推广使用绿

色、可循环快递包装的基础
上,强调发挥电商企业和平
台在电子商务绿色发展上
的重要作用。同时,进一步
指明了电子商务绿色发展
的抓手,包括组织开展国家
绿色数据中心推荐、引导电
商产业园区向绿色低碳循
环方向改造升级、发挥电商
平台优势引导绿色消费等。

在洪勇看来,通知在举
措安排上长短相济,推动电
商企业节能增效,实现绿色
发展。其中,既要求电子商
务平台承担绿色管理责任,
引导平台内经营者减少、替
代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对

使用情况开展调查,按要求
上报评估情况,又部署建立
健全绿色电商评价指标,通
过示范创建、综合评估等工
作,培育一批绿色电商企
业。

洪勇认为,通知的出
台,将强化电子商务企业绿
色发展理念,形成电子商务
绿色发展生态环境,促进电
子商务领域绿色消费,有助
于电子商务领域积极落实

“五大发展理念”以及努力
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目标的具体举措,推动我国
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

加强标准、资金等政策支持

商务部12项举措力促电商绿色发展

新华社罗马 1 月 11 日电 据安莎社和
《共和国报》网站等意大利媒体11日报道,
意大利米兰大学牵头的一个国际研究团队
从该国一名年轻女性皮肤病患者在2019年
11月10日的活检样本中,发现了新冠病毒
基因序列。这一结果将意大利“零号病人”
出现时间再次提前到2019年11月。

该研究结果发表在《英国皮肤病学杂
志》上。研究人员对2019年最后几个月内
没有得到确诊的非典型皮肤病患者活检样
本进行了检测,发现该患者感染了新冠病
毒,而她的症状只是皮肤出现红色斑块并
有轻微喉咙疼痛。此外,该患者在2020年
6月的一次血清检测中被检出新冠病毒抗
体阳性。米兰大学研究人员认为,这是目
前意大利发现的最早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该研究团队牵头人、来自米兰大学的贾
诺蒂向媒体表示,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可能
还会发现比2019年 11月更早的新冠病毒
感染样本。他说,研究发现一些感染新冠
病毒的病例只表现出皮肤病症状,因此他
们想知道在新冠疫情暴发前的皮肤病患者
中是否有人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

此前,研究人员已在意北部城市米兰和
都灵2019年 12月的城市废水样本中检测
到新冠病毒。2020年 11月,意大利米兰国
家肿瘤研究所等机构研究人员在该国《肿
瘤杂志》上发表论文说,新冠病毒可能早在
2019 年 9月就已在意大利传播,这比意大
利报告首例新冠确诊病例早了几个月。

意研究发现该国一名
女性2019年11月已
感染新冠病毒

1 月 11 日,在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街道的一处临时新冠疫苗接种点,医务人员(前右)扫描新冠疫苗电子监管码,准备接
种工作。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高坚表示,截至 2021 年 1 月 11 日 11 时,北京市新冠疫苗接种人数突破 100 万。

1、东台海之韵湿地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的东台沿海经济区条子泥景区入
口形象设计施工一体化项目已经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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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江苏宏建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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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沿海经济区

条子泥景区；
（2）工程规模：约52万元；
（3）工期要求：总工期要求：30日

历天，确保2021年春节前完工（包含
设计及施工所有工作内容）；

（4）质量标准：设计要求：符合国
家现行设计规范要求和行业标准，通
过相关部门审查验收；施工质量要
求：执行国家《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例》，并按国家《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统一标准》GB50300—2001及相关
配套规范检测、评定、验收，确保工程
质量达合格工程标准。

4、本招标工程共分一个标段，标
段划分及相应招标内容如下：

东台沿海经济区条子泥景区入口
形象设计施工一体化项目施工，各潜
在投标人需自行踏勘现场考虑报价，
完成施工范围以内的所有设计与施
工，具体详见招标文件中发包人要
求。

5、申请人应当具备的主要资格条
件：

5.1申请人资质等级及范围:同时

具备以下a、b资质要求
a、应具备工程设计综合甲级或者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设计乙级及以
上设计资质；

b、具有三级及以上钢结构专业
承包资质且投标当日至本工程中标候
选人公示期满上述资质动态核查均处
于合格状态，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
方面具备相应的工程总承包能力。

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
投标的应满足上述资质要求并应符合
下列条件①所有联合体成员应共同签
署联合体投标协议，并且明确各方的
权利与义务，提供联合体协议书；②
联合体牵头人代表联合体各成员处理
工程管理和施工过程中一切事务，并
代表联合体成员承担相应的管理责
任、工程责任和接受指令。整个合同
的实施应全部由联合体牵头人负责，
联合体牵头人代表任何或全部联合体
成员承担责任；③参加联合的各成员
单位对本项目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
投标，也不得同时参加两个或两个以
上联合体的投标。如果违反，与此有
关的联合体的投标将被拒绝；④联合
体单位不得超过2家。

5.2项目负责人资格类别和等级:
a、拟选派项目施工负责人（建造

师）资质等级：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核发的建筑工程二级及以上注册建
造师资格证书。

b、拟选派设计负责人（主创设计
师）资质等级：具备工程建设类高级
专业技术职称。

6、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用综合

评估法。
7、投标申请人可在东台日报、江

苏省东台沿海微信公众号“东台沿
海”上查阅招标信息，并于 2021 年 1
月12日9时至2021年1月15日18时
上班时间委派本单位正式人员【资格
审查中需提供社保部门出具的至少包
含2020年6月至2020年11月期间连
续缴纳的招标文件购买人在该单位参
保缴费清单（或养老保险手册）】携带
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到东台沿海
经济区科技创业大厦825室（联系电
话：0515-85726986）购买招标文件及
相关资料，售价：300.00 元，售后不
退。已报名单位不需要重新购买招标
文件。

8、2021年1月5日上网公示的本
项目招标文件作如下变更：

8.1 招标文件中有关澄清、修改、
补充的提交与获取时间修改为：“提
交：2021 年 1月 16日 10时前网上提
交；获取：2021年1月16日11时后网
上获取”；

8.2 投标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及开
标时间修改为：“2021年 1月 18日 16
时”；

8.3 其他仍按 2021 年 1月 5日上
网公示的本项目招标文件执行。

9、招 标 代 理 联 系 人 ：冯 菁
18261272402

10、其他：开标结果公示详见江
苏省东台沿海微信公众号“东台沿
海”。
东台海之韵湿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2日

东台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第二次）（资格后审）

东台高新区天洋村村民委员
会的高新区天洋村空调询价采购
项目，项目规模：约2万元；质量要
求：合格;供货期：10日历天。现
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具体事项公
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东台高新区天洋村空调询价

采购，共计三台3P空调，完成采购
人提供的清单中全部内容。其余
事项详见采购文件。

二、投标者资质：

1、参加报价的供应商须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且具有本次采购产
品生产或销售相关营业范围，投
标时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投标人必须委派本单位正
式人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公
司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单位营业执
照复印件购买招标文件及相关资
料，缴纳报名费100元/套（现金），
报名费不退。

三、报名、开标时间及地点：
报名时间：2021 年 1月 13日

9时至2021年 1月 15日 18时（上
班时间）。

报名地点：东台高新区科创大
厦八楼812、815招标办公室。

联系电话：17396885455
18252927677

开标时间、地点：2021年 1月
16日14时30分，科创大厦一楼西
裙楼会议室。

高新区招投标办公室
2021年1月13日

招标公告

东台高新区天洋村村民委员
会的高新区天洋村电脑询价采购
项目，项目规模：约1.2万元；质量
要求：合格;供货期：10 日历天。
现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具体事项
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东台高新区天洋村电脑询价

采购，共计三台，完成采购人提供
的清单中全部内容。其余事项详
见采购文件。

二、投标者资质：

1、参加报价的供应商须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且具有本次采购产
品生产或销售相关营业范围，投
标时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投标人必须委派本单位正
式人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公
司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单位营业执
照复印件购买招标文件及相关资
料，缴纳报名费100元/套（现金），
报名费不退。

三、报名、开标时间及地点：
报名时间：2021 年 1月 13日

9时至2021年 1月 15日 18时（上
班时间）。

报名地点：东台高新区科创大
厦八楼812、815招标办公室。

联系电话：17396885455
18252927677

开标时间、地点：2021年 1月
16日14时30分，科创大厦一楼西
裙楼会议室。

高新区招投标办公室
2021年1月13日

招标公告

新华社伦敦 1 月 11 日
电 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
基金创始人雷·戴利奥日前
表示,中国将成为世界金融
中心。

戴利奥在接受英国《金
融时报》采访时说,2020年
对中国金融市场而言意义
重大,新冠疫情危机凸显中
国经济出色表现,促使大量
投资流入中国。

戴利奥说,尽管目前中
国的金融体系不如西方国
家发达,但“中国已经拥有
世界第二大资本市场,我认
为中国最终将拥有世界金
融中心地位。纵观历史,贸
易大国最终都发展成为全

球金融中心,并拥有全球储
备货币”。

戴利奥表示,他长期看
好中国。中国经济从疫情
中恢复,其股票和债券被相
继纳入有全球影响的金融
指数中,这都增强了中国对
外资的吸引力。许多分析
人士和资金管理者认为,未
来数年,国际投资者将继续
加大在中国的资产配置。

戴利奥认为,中国资本
市场不仅规模在扩大,表现
也很好,当前世界对中国的
投资仍然不足。他表示,中
国对桥水的业务具有重要
意义,未来桥水将更全面地
打造其在中国的竞争优势。

全球最大对冲基金创始人:

中国将成为
世界金融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