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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屋
整装

微晶墙体 集成吊顶 健康环保

地址：国盛义乌城北大门向西50米
电话：13506280716 国内国际

厂房租售

现距南通机场 20公里处有国有土地上建设的综合厂
房，面积 1.5万平方米，可再建约 12万平方米，诚寻有志之
士前来租购，租金可抵扣购厂房款，任分割租售。另有通州
城区两层各600平方米办公楼租售。

联系人：管先生 13862818777

住房出租或出售

金沙虹南小区（人民公园前，第一集贸市场对面）四楼，
有三室一厅住房出租或出售，价格面议。

电话：13921639900

遗失启事
南通弟升园艺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号码

为320683302063445，作废。
南通弟升园艺有限公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号码为302063445，作废。
顾燕君遗失江苏省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号码为

NO.09597414，金额为4840元，作废。
陈爱飞遗失南通力顺置业有限公司2017年1月23日开

具的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发票编码为26630111，金额
为肆拾万元整，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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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中标结果公告

下列项目经批准实施，所需资金已落实，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
招标。详细内容见南通市通州区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jy.ntzw.gov.cn/）。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招标文件规定，下列项目招标工作已经结束，中标人已确定，现将中
标结果公告如下：详细内容见南通市通州区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jy.ntzw.gov.cn/ ）。

1.项目名称：通州区朝阳花苑安置
房项目配套工程—智能化工程，预算金
额：约706万元。

2.项目名称：南通市通州区刘桥镇
通刘路污水管网建设工程设计项目，预

算金额：约45万元。
3.项目名称：通州区金新街道三姓

街村公共服务中心室内装修工程，预算
金额：约201.6万元。

1.项目名称：先锋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室
外10KV供配电工程施工，中标单位：南通苏源天
电检修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中标价：5，130，
137.49元。

2.项目名称：南通市通州区二号横河（珠江
路—金霞路）综合整治工程施工，中标单位：南通

旭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标价：3，546，669.02
元。

3.项目名称：南通市通州区刘桥秀水华庭二
期东侧河（幸福竖河）护岸工程施工，中标单位：
南通龙游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中标价：1，162，
204.5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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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电公告

据工信部网站消息，2018年，钢
铁行业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市场秩序明
显改善，全行业经济效益创历史最

好水平。
粗钢产量再创历史新高。2018

年我国生铁、粗钢和钢材(含重复材)
产量分别为 7.71亿吨、9.28亿吨和

11.06 亿吨，同比分别增加 3.0%、
6.6%和 8.5%，粗钢产量创历史新
高。2018年国内粗钢表观消费量
8.7亿吨，同比增长14.8%，达到历史
最高水平，其中国产自给率超过
98%。

钢材出口继续显著下降。2018
年我国出口钢材 6934万吨，同比下
降 8.1%；出口金额 3985亿元，同比
增长 7.7%；平均出口价格 5747元/
吨，同比增长 17.2%。2018年我国
进口钢材 1317 万吨，同比下降
1.0%；进口金额 1083亿元，同比增
长 5.5%；平均价格 8225元/吨，同比
增长 6.5%。预计 2019年钢材出口
将逐步趋稳。

钢材价格总体高位运行。延续
2017年下半年价格走势，2018年钢
材价格总体处于相对高位，钢材综
合价格指数平均为115.8点，同比增
长 7.6%。2018上半年钢材价格指

数基本稳定在 110～120点，7月起
价格持续上涨，至 11月钢材价格开
始快速下跌，截至 12月底钢材综合
价格指数跌至107.1点，较年内最高
点下降13%。

行业经济效益创历史最好水
平。受供给侧结构调整、环保督查、
市场需求旺盛等因素共同作用，
2018年钢材价格高位运行，进口铁
矿石价格保持基本稳定，行业效益
达到历史最佳水平。2018年，我国
钢铁行业主营业务收入 7.65万亿
元，同比增长 13.8%；实现利润 4704
亿元，同比增长39.3%。其中重点大
中型钢铁企业主营业务收入4.13万
亿元，同比增长 13.8%；实现利润
2863亿元，同比增长 41.1%，利润率
达到 6.93%。截至 2018年底，重点
大中型钢铁企业资产负债率为
65.02%，同比下降2.6个百分点。

（来源：中国新闻网）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 2019
年 1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
数（PPI）数据：CPI 同比上涨
1.7%，PPI同比上涨0.1%。

从环比看，CPI上涨 0.5%，
主要受到了节日因素影响。其
中，食品价格上涨1.6%，涨幅比
上月扩大 0.5 个百分点，影响
CPI上涨约 0.31个百分点；非食
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0.2%转为上
涨0.2%，影响CPI上涨约0.19个
百分点。

据分析，在食品中，受天气
寒冷和临近春节等因素影响，鲜
菜、鲜果和水产品价格分别环比
上涨 9.1%、2.3%和 2.0%；羊肉、

牛肉和鸡蛋价格分别环比上涨
1.8%、1.7%和 0.5%，上述 6项合
计影响 CPI上涨约 0.32个百分
点。

在非食品中，1月因寒假和
春运期间出行需求增多，飞机
票、旅行社收费和长途汽车票价
格合计影响 CPI上涨约 0.15个
百分点。

据测算，在 1月 CPI1.7%的
同比涨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
尾影响约为 1.2个百分点，新涨
价影响约为 0.5个百分点；在 1
月PPI0.1%的同比涨幅中，去年
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0.7个
百分点，新涨价影响约为-0.6个
百分点。 （来源：人民网）

近日，美国航天局等机构研究
人员在新一期英国《自然·可持续
发展》杂志发表论文说，他们在分
析了美国航天局“特拉”号卫星和

“阿卡”号卫星的观测数据后发
现，全球从 2000年到 2017年新增
的绿化面积中，25%以上来自中
国，中国对全球绿化增量的贡献比
居全球首位。

记者日前就此采访了该项研究
的主要负责人——美国波士顿大学
地球与环境系教授瑞加·梅内尼，以
及该论文第一作者——波士顿大学
地球与环境系博士生陈驰。

“在观测到地球绿化面积增加
后，我们最初以为主要原因是气候
变暖等环境因素促进了植物生长。
但对相关数据的分析显示，中国在
植树造林和集约农业等方面也为此
作出了巨大贡献。”瑞加·梅内尼表
示。

“全球的变绿趋势与全球农作
物净初级生产力的分布十分吻合，
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植被叶面积增加
得最为明显。”陈驰表示，2000年至
2017 年间，全球绿化面积增加了
5%。中国和印度在陆地植被面积
只占全球总量9%的情况下，对全球
绿化增量的贡献约 1/3，“其中中国
贡献了全球绿化增量的约1/4，令人
赞叹。”

“这项发现与人们原本设想的
情况相反。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通过
植树造林和提高农业效率，使得其
在全球绿化方面占据了主导地位，
而不是大家想象中的发达国家。”
陈驰表示，中国贡献中42%来自植
树造林，32%来自集约农业。集约
农业可使人们在相同面积的土地上
种植更多的农作物，而北半球大规
模植树造林等护林活动更加显现了
人为因素的重要性。例如在中国，
人为管理的森林的面积增速比自然
生长的森林的面积增速要大 29%。

“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对生态文明
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高度重视。”

“绿化地球，中国是榜样。”瑞
加·梅内尼认为，中国在植树造林方
面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良好范例，“中
国政府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
施了诸多植树造林项目，努力绿化
这片土地。”他表示，随着科技的发
展，中国有可能采用更加先进的农
业技术和更加科学的管理方式来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这也推动中
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要贡献者和引领者。”

“中国坚持走绿色发展和可持
续发展之路，展现了大国的责任和
担当。”陈驰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印象深刻，认为这一重要发展
理念对于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绿色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实施了许
多重要的生态环保工程来保护环境
和扩大森林面积，例如三北防护林、
天然林保护、太行山绿化等，有效减

少了土地沙漠化、降低空气污染以及
应对气候变化，这将为全球绿地面积
增加继续发挥重要促进作用。”

（来源：人民日报）

工信部：2018年钢铁行业
经济效益创历史最好水平

1月CPI同比上涨1.7%
PPI同比上涨0.1%

拉脱维亚第三大移动运营商
Bite公司技术总监金茨·布滕斯日
前在里加对媒体表示，鉴于安全检
查结果，该公司将不会中断与中国
华为公司签订的5G网络合作协议。

布滕斯表示，迄今移动网络安

全监控并没有发现任何风险。该公
司会定期与独立专家开展网络安全
审核，也尚未收到其他国际合作伙
伴关于华为产品可能给移动运营商
的网络及其用户带来风险的报告。

布滕斯补充说，他确信华为会

遵守国际规范，并对客户、合作伙
伴和全球社区负责，“我们没有理
由质疑华为的诚意。”

拉脱维亚Bite公司是该国第三
大移动通信运营商。 2018 年 11
月，这家公司和华为签署了在拉脱

维亚建设 5G网络基础设施的合作
谅解备忘录，包括2019年在里加建
设 5G基站、在拉脱维亚全国发展
窄带物联网等。

（来源：人民网）

英国一家旗帜生产商证
实，2016年英国公投决定脱离
欧洲联盟以后，这家企业所接
欧盟旗订单减少九成；英国国
旗订单近一年有所增加。

“飞舞的颜色”是一家生产
旗帜的厂商，供货对象包括英
国王室。这家企业的约克郡北
纳尔斯伯勒工厂经理安迪·奥
姆罗德透露说，2016 年“脱
欧”公投以后，公司欧盟旗订
单数量减少90%，“我们发现订
单数量明显下降。时代变了，
我们的态度也变了……需求不
复存在。”

奥姆罗德说，英国国旗最
近一段时期越来越受欢迎，去
年夏天以来订单增加了大约
75%。

2016年公投后，将近 2万

人向英国议会联名请愿，要求
立即从公共建筑上撤下所有象
征欧盟的“旗帜、徽章和标
志”，遭到拒绝。

首都伦敦市政府一名发言
人告诉法新社记者，正式脱离
欧盟后，市政厅外的欧盟徽章
将取下；威尔士和苏格兰议会
方面说，暂时没有作出类似决
定。一名苏格兰议会发言人说

“会在合适时机予以评估”。
2016年公投时，绝大多数苏格
兰选民支持英国留在欧盟。

英国定于 3 月 29 日正式
“脱欧”，但政府与欧盟达成的
“脱欧”协议在国内受阻。首相
特雷莎·梅定于下周会晤欧盟
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
克，商讨进一步事宜。

（来源：新华网）

2019年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改
革整体性制度设计，启动修订《教师
法》，研制出台新时代高校、职业教
育教师队伍建设改革政策文件等。
这是记者从日前教育部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的。

据介绍，一年前，中共中央、
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全面深化新时

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一
年多来，各地积极落实，截至目
前，已有30个省份结合地方实际出
台高质量实施意见。2019年，教育
部将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出台加
强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督
促各地各校深入贯彻教师职业行为
准则，细化制度举措，把准则要求

转化为教师行为指南与禁行底线。
并加大师范院校和师范专业建设支
持力度，推进创新编制配备，努力
解决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总量不足
难题，还将大力加强乡村和贫困地
区教师队伍建设，为教育脱贫加油
助力。

“2019年，我们将对各地教师队

伍建设改革进行再动员再部署，研
制评价指标体系，开展第三方评
估。建立通报制度，不定期发布落
实不力、进展不快、成效不大的地方
案例。”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
群介绍。

（来源：人民网）

英国：临近“脱欧”
“欧盟旗”大幅减产

美国：绿化地球，中国是榜样

今年将启动修订《教师法》

拉脱维亚移动运营商 不会中断与华为5G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