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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招标条件：辽源市中
低产田改造项目由吉林省农
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以吉农发
【2009】58号文、【2010】55号
文、【2011】34号文、【2012】3号文、【2012】37号文、【2012】50号

文件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辽
源市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建设
资金来自财政资金。项目已具
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

进行公开招标。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招标公告（资格后审）

工程名称
辽源市中低
产田改造项
目

标段
1
2
3
4
5
6
7
8

招标内容
山湾村机耕路工程，东升村机耕路工程
大良村机电井工程
大良村渠道衬砌工程
三道河全康村段河道治理工程
全康村塘坝工程
山湾村田间渠道衬砌工程，山湾村渠道衬砌工程，永康村农道桥工程
安国村机耕路工程
大良村渠道衬砌工程

建设地点
寿山镇
工农乡
工农乡
灯塔镇
灯塔镇
寿山镇
工农乡
工农乡

计划工期
2013 年 3 月
10 日至 2013
年5月20日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1、7标段投标人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或市政公用工

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2、3、4、5、6、8标段投标人须具
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近三年至少有一
项类似工程业绩，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
能力。

3.2．拟派出的项目经理须具备相关专业贰级及以上建造师
资质，并且无在建工程。技术负责人须具备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
技术职称，并且无在建工程。

3.3．外阜投标人应按吉建管【2011】32号文件要求，在我省
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子公司，并具有与本项目投标要求相适
应的资质后方可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3年01月21日至2013年

01月25日（公休日除外），每日上午8 时30分至11时30分，下
午13 时至16 时,持法人授权委托书、被授权人身份证、企业营
业执照副本、企业资质证书副本、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原件及复
印件，到长春市贵阳街287号吉林省政务大厅6楼吉林省龙泰工

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窗口购买招标文件。
4.2 招标文件1、3、4、6、8标段售价1000元；招标文件2、5、7

标段售价300元，文件过期不售，售后不退。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及地点：2013年02月27日上

午 9时整，地点为吉林省政务大厅6楼开标室。
5.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

予受理。
6．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吉林日报》、吉

林省建设信息网、吉林建设项目招标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上
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辽源市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
地址：辽源市 联系人：陈方哲
电话：0437-5089037
招标代理机构：吉林省龙泰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长春市亚泰大街6789号 联系人：姜涛
电话：0431-88602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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珲春市边境经济合作区排洪沟月亮河（0+764～1+564）工程

二次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珲春市边境经济合作区排洪沟月

亮河（0+764～1+564）工程已由吉林省水利厅以吉水技【2011】
645号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省级水利建设基金，项目出资比
例为100% ，项目法人为珲春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办公室，项目
代建机构为/，招标人珲春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办公室，招标代理
机构为珲春禹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
该项目施工进行公开招标。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工程名称：
珲春市边境经济合作区排洪沟月亮河（0+764～1+564）工程;建
设地点：珲春市边境经济合作区;工程规模：排洪沟800米。计划
工期：2013年05月30日至2014年05月30日；招标范围：建筑
工程、临时工程；质量标准：符合水利水电工程规程规范相关标准
及招标文件技术要求的合格标准。3. 投标人资格要求：3.1 本次
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1）独立法人资格；（2）水利水电工程
总承包三级（含三级）以上资质；（3）良好业绩：近5年有1项以上
（包含1项）类似工程业绩；（4）良好的财务状况及商业信誉；（5）
信用档案已在吉林省水利厅备案（以吉林省水利厅网站（http://
slt.jl.gov.cn）公示为准），信用等级（依据《吉林省水利工程建设
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实施意见》）达到D级以上等级的，并在人员、
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承担本标段施工能力。3.2 本次招标 不
接受联合体投标。3.3 本次招标实行资格后审,资格审查的具体
要求见招标文件。资格后审不合格的投标人投标文件将按废标
处理。4. 招标文件的获取：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3
年1月31日至2013年2月6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
每日上午8时至下午16时（北京时间，下同），到吉林省水利厅网
站项目信息公开专栏自行下载。4.2 招标文件成本费为 1000
元，投标人在递交投标文件时交纳给招标代理机构。5. 投标文
件的递交：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 2013年3月7日上
午10时，地点为吉林省政务大厅6楼第一开标室。5.2 逾期送达
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5.3投标
人在递交投标文件时，未足额交纳招标文件成本费的，招标人不
予受理。6. 踏勘现场和投标预备会：招标人不组织踏勘现场，不
召开投标预备会。7. 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吉
林日报》、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吉林省水利厅网站、吉林省公共资
源交易信息网 发布。8. 联系方式：招标人：珲春市水利工程建
设管理办公室；地址：珲春市水利局；邮编：133300；联系人：王
兆羽；电话：13704439900 招标代理机构：珲春禹辰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地址：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3#小区；邮编:133315；联
系人：衣冠华；电话：13944711172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长春办事处

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长春办事处拟对公主岭市包装粘合

剂厂1户债权资产进行转让处置。
公主岭市包装粘合剂厂累计债权总额19951.6万元。其中：

本金6659万元，利息13292.6万元，贷款方式为抵押和保证担
保。该公司贷款本金4100万元债务人以坐落在公主岭市范家屯
厂房及办公楼、土地使用权及机器设备做抵押，办理了抵押登记；
公主岭市财政局提供保证担保贷款本金300万元；公主岭轴承厂
提供保证担保本金2390万元，该笔担保债权在四平市中级人民
法院诉讼，并已进入执行程序。欲了解抵押及担保人详细信息请
登录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com 。

处置方式：要约邀请竞价转让；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
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
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
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
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
员除外）。欢迎符合上述交易条件的社会各界投资者踊跃参与、
洽谈购买等事宜，若有异议或购买咨询请致电或来函咨询。公告
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2013年1 月 21日；公告有
效期限2013年 1月21日起至2013年 1月 29日止；交易条件：
一次性付款。交易地点：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长春办事处。参
加竞买者应于2013年1月25日至1月29日下午15时30分前办
理竞买登记手续，并将竞买保证金存入我办指定账户（以到账时
间为准）、查阅债权文件资料。竞买人为企业，要提供企业营业执
照、法人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授权委托书；竞买人为自然人，需提供
个人有效身份证明。否则不具备竞买资格。上述债权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
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
公告活动的举报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
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 理 公 示 事 项 联 系 人 ：杨 女 士 联 系 电 话 ：
0431-88402122、传真：0431-88402122 通讯地址：吉林省长
春市西安大路1455号 邮政编码：130061办事处监察审计部门
联系人：卢先生 联系电话：0431-88402142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长春办事处
2013年1月21日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屋拆迁办公室将于2013年1月22日起
对以下拆迁项目的被拆迁居民，进行回迁房屋分配工作。现将相
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回迁范围：小河沿子村土地收储项目被拆迁居民（小河沿子
村12社）

二、分配方式：按照搬家时间顺序选房。
三、排名公示地点：耶鲁小区回迁楼建设区域。
四、公示时间:2013年1月19日-2013年1月21日
五、房屋分配时间及选房地点
1、时间：2013年1月22日早8:30分
2、选房地点：耶鲁印象小区21栋一楼幼儿园
六、被拆迁居民办理选房必须携带本人第二代身份证原件及复

印件（正反面）一份、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房屋验收单原件。
七、如本房主不能到场者，需拿房主本人身份证原件、代理人身

份证原件、委托代理书、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房屋验收单原件进
场选房。

八、按本通告规定，在房屋分配期间，逾期不到者后果自负，由
拆迁办委托拆迁公司携同公证处待选。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屋拆迁办公室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八日

小河沿子村土地收储项目

回迁选房通告

新华社东京1月20日电（记者吴谷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
日在东京说，日本将修改现行的《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
整备计划》，以加强日本的防卫力量。

日本防卫省当天举行仪式，欢迎参加戈兰高地联合国维和行
动的自卫队员撤回日本。安倍在仪式上称，近几年“日本周边的安
全保障环境更加严峻”，为此将修改《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
力量整备计划》，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

2010年12月，日本政府召开安全保障会议，批准了关于未来
5年自卫队人员编制和装备数量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此
后不久，日本政府又通过了关于未来10年防卫力量整备的新《防
卫计划大纲》，强调重点加强对西南海域的防卫能力和警戒监视力
度，改变过去“基础防卫力构想”，代之以“机动防卫力构想”。

安倍晋三称

日本将修改《防卫计划大纲》

新华社加拉加斯1月19日电（记者徐烨）委内瑞拉新闻和通
信部长埃内斯托·比列加斯19日在接受南方电视台采访时说，正
在古巴接受治疗的总统查韦斯目前“活着并正为康复而战”。

比列加斯说，委内瑞拉政府一直都负责任地向全体人民公布
查韦斯接受治疗期间的身体情况，包括何时患上何种并发症等细
节。然而反对党总是不满足于政府提供的信息。

委内瑞拉副总统马杜罗同一天说，希望反对党尊重查韦斯作
为一个病人安静恢复健康的权利。

委内瑞拉官方报纸近日刊登一份由查韦斯签署的政令，任命
前总统豪亚为政务副总统兼外交部长。部分反对党人士随后质疑
该政令的真实性，并要求查韦斯马上“现身”。

查韦斯自2011年6月以来因患盆腔肿瘤多次赴古巴治疗。
他在2012年10月的总统选举中成功连任，但因体内癌细胞复发，
去年12月11日再度在哈瓦那接受手术并已超过一个月未露面。
委内瑞拉政府近日证实查韦斯身体恢复情况较好，并且意识清
醒。1月15日，查韦斯通过马杜罗宣布了任命前总统豪亚为政务
副总统兼外交部长的决定。

委内瑞拉官员说

查韦斯“活着并正为康复而战”

新华社平壤1月20日电（记者杜白羽）朝鲜高丽电信公司技
术人员20日对新华社记者说，从本月7日开始，外国人只需在海
关填写一张登记单，即可携带手机进入朝鲜。

这名埃及技术人员说，这一变化与近期谷歌高管访朝没有关
联。此前，外国人入境时必须将手机寄存在朝鲜海关，离境时取走。

外国手机在朝鲜没有国际漫游信号，拨打国际长途必须购买
高丽电信公司SIM卡。“经过长期协商努力，我们近日从朝鲜安全
部门获得了批准，已在平壤顺安机场设立柜台办理业务。WCD-
MA的3G手机可使用高丽电信公司SIM卡，售价为50欧元。”

目前，外国人在朝鲜尚无法使用手机上网。不过，埃方技术人员
多次表示，“手机上网就快开通了，没有技术问题，只等朝方同意。”

埃及奥斯康电信与朝鲜递信局于2008年合资成立高丽电信
公司，其中奥斯康占股75%，朝鲜递信局占股25%，是朝鲜唯一的
官方移动通讯网络运营商，提供第三代移动通信服务。截至目前，
注册该网用户数量已突破180万。

外国人可携带手机入朝鲜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近日
声称钓鱼岛在日本行政管辖范围内，
因此是《美日安保条约》适用对象。
她还说：“美国反对危害这一管辖权
的任何单边行动。”这番讲话等于在
钓鱼岛问题上明显偏袒日方，释放出
既混乱又错误的信号，给钓鱼岛问题
火上浇油。

希拉里作为美国主管外交的政府
官员，在华盛顿会见到访的日本外相
岸田文雄时发表上述言论，是十分错
误的。

首先，希拉里的讲话罔顾基本历
史事实和国际法，混淆是非，颠倒黑

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
国领土，无论从历史、地理还是从法理
角度来看，中国对钓鱼岛都拥有无可
争辩的主权。

但在上世纪 50 年代，美擅自将
钓鱼岛纳入其托管范围，70 年代又
把钓鱼岛的所谓“施政权”“归还”日
本。美日对钓鱼岛进行私相授受，
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也为
日后的钓鱼岛争端埋下种子。美国
在钓鱼岛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历
史责任，现在非但不反思历史，反而
一错又错。

其次，希拉里的讲话显示美国外

交政策的混乱，将助长日本右翼势力
的嚣张，加剧中日双方的紧张。

此前不久，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
的表态似还相对谨慎。《华尔街日报》
17 日报道说，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高
级外交官坎贝尔，近日向日本政府发
出微妙但清晰的信息，暗示东京在其
与北京愈演愈烈的领土争端中应收敛
自己的言论和举动。《华尔街日报》认
为，坎贝尔在讲述形势时还能保持

“中立”。

然而，坎贝尔话音犹在，希拉里就
露骨地要求中国在有争议的岛屿控制
权上不要对日本发出“挑战”，这明显
是自打嘴巴。

希拉里这番话的直接效果，就是
给日本右翼势力打气撑腰，提高而不
是降低他们挑动事端的调门，增加解
决钓鱼岛问题的复杂性和难度。

第三，希拉里这样的言论实际上
也危及美国自身利益。近两年来，美
国加快战略东移，实行“重返亚太战
略”。人们看待美国的亚太战略，关
键是看它“重返”后做什么，是促进地
区安全与繁荣，分享经济发展红利，

还是不分是非，推波助澜，做“搅局”
的事？

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发表不负责
任的言论，事实上将加剧而非缓解紧
张局势。如果亚太地区冲突风险增
加，安全局势下行，特别是日本军国主
义复活，那么对美国的安全以及经济
复苏，终将是极其不利的。当政者切
不可短视。

人们希望美国能从自身长远利益
出发，从地区安全稳定出发，从中美关
系大局出发，在钓鱼岛问题上谨言慎
行，切不可自作聪明，误判形势。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发出错误信号
新华社记者 江亚平

新华国际时评

新华社阿尔及尔1月19日电（记者黄
健）据阿尔及利亚通讯社19日报道，阿内政
部当天晚间公布人质劫持事件初步结果：
自阿军方17日开展营救人质行动以来，解
救685名阿尔及利亚人和107名外国人，击
毙32名武装分子，同时有23名人质遇难。

统计还显示，军方在行动中缴获了一
批包括机枪、步枪、60毫米口径迫击炮、C5
型导弹、火箭弹、手榴弹在内的武器弹药。

阿尔及利亚特种部队19日对在东部
天然气田劫持人质的武装分子发起最后攻
击，进攻结束后，军方正加紧在厂区内清除

武装分子先前埋设的地雷。
武装分子16日袭击了位于阿东部伊

利济省的这一天然气田，劫持了包括外国
人在内的大批人质，声称此举是为报复法
国对马里北部极端组织采取的军事行动。
阿军方17日开始武力解决人质危机。

阿尔及利亚公布人质劫持事件初步结果
解救685名阿尔及利亚人和107名外国人，击毙32名武装分

子，同时有23名人质遇难

本周，法国高调军事介入西非国家马
里局势以履行“非洲宪兵”职责之际，马里
邻国阿尔及利亚境内16日发生一起震惊世
界的人质劫持事件：与“基地”组织关系密
切的一伙武装人员将800余人劫为人质，要
求法国结束在马里的军事行动。

19日，经过三天“绝不妥协”的军事打
击，阿尔及利亚终于解除发生在自己地盘
的人质危机。该国内政部说，军方成功解
救685名阿尔及利亚人和107名外国人，打
死32名武装人员。解救人质过程中，也有
23名人质不幸遇难。

这场危机之所以备受国际社会关注，
不仅在于人质众多且来自多个国家，还在
于可能加速扩展因法国军事介入马里局势
而产生的“外溢效应”：北非、西非宗教极端
势力与“转移”至上述地区的“基地”组织正
在结成某种利益联盟。

人质危机的策划实施者“血色营”自称
隶属“基地”组织。该组织声称，劫持人质
是对法国出兵马里以及阿尔及利亚政府允
许法军战机使用其领空的报复，要求法国
立即停止在马里针对北部反政府武装的军
事打击，从这个西非国家撤军。

去年1月，马里北部图阿雷格族武装发
起所谓的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谋求实
现阿扎瓦德地区自治。获得“基地”组织援
手后，图阿雷格族武装在同马里政府军的
直接对抗中逐渐占得上风。今年以来，反
政府武装大举南下，冲击政权。

应马里过渡政府请求，法国总统弗朗
索瓦·奥朗德本月11日宣布法国出兵马里，
协助马里政府平定叛乱。连日来，法军战
机频施空袭，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反政府
武装南下攻势。此外，法国决定在马里部
署至少2500人的地面部队。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也已承诺向马里
派遣约 5800 人的部队协助马里政府军平
乱。不过，“出兵大户”尼日利亚尚未出师
即遭“绊脚”：准备进驻马里的尼日利亚部
队19日在该国境内遭到宗教极端势力爆炸
袭击，至少两名士兵死亡。

马里被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几内
亚、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尼日尔以及阿
尔及利亚环围。七国无不担心马里冲突蔓
延至本国。可以说，马里国内局势攸关西
非地区的政治稳定。

有分析人士警告，法国率先、西非多国
参与对马里局势的军事介入可能会刺激西
非各国反政府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同“基
地”组织加快合作。马里局势以及阿尔及
利亚人质劫持事件，显示西非局势面对的
新的不确定性。马里平乱，路远且难。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马里平乱 路远且难
新华社记者 蒋国鹏

1月16日或17日拍摄的电视截图显示，在阿尔及利亚艾因阿迈纳斯的天然气田，人质们高举双手。 新华社/路透

阿尔及利亚人质事件19
日以792人获救、23人遇难宣
告结束。过去几天，艾因阿迈
纳斯市天然气处理厂被劫持的
近800名人质经历了噩梦般的
生死考验。两名阿尔及利亚人
向新华社报道员讲述了他们劫
后余生的经历。

35岁的谢里夫是艾因阿
迈纳斯天然气处
理厂一名普通工
人，他和他的同事
在子弹乱飞的厂
区挨过了噩梦般
的3天：

16 日 清 晨 5
点，我离下班时间
还有一个小时。
突然枪声四起，一
伙武装分子乘越
野车闯入厂区。

我和我的一
名同事拼命跑，最
后躲进了近处的
一辆大客车下。
趴在车下，我开始
感到脚很疼，用手
摸了一下，发现是
中弹了。此时，子
弹还在周围乱飞。

就这样，我们
在车底下一直趴
着。直到18日上
午10点半，已经听
不到什么枪声了，
我们才从车底下
出来。

我们找到了
一辆三轮车，同事
骑车，我坐在后
面，手里举着一面白旗。

在朝厂区出口方向走的
路上，不时见到尸体。我当
时很害怕，根本没心思去数
有几具尸体。

行至大门口，从门房里突
然跳出两名武装分子。他们问
我知不知道如何启动站内的机
器，我和同事说不懂。武装分

子最终没有为难我们，让我们
走了。从对话中，我感觉其中
一人有埃及口音，另一人是也
门口音。

之后我们被宪兵接走。一
名医生给我清理了伤口，后来
我被送进了医院。

劫后余生的谢里夫表示
轻松了许多，却难掩心中痛

苦。遇难的同胞
中有一人是他的
朋友。

工人卡德尔
不幸被武装分子
劫持。在武装分
子惊慌失措之际，
他择机成功逃脱：

这真是一场
噩梦。当时我睡
得正香，突然听见
枪声大作。一群
全副武装的劫匪
闯入了营地。

大家四散奔
逃，但无处藏身。
一会儿时间，武装
分子将 400 名工
人赶到了同一个
地方。

劫匪大约有
20人，个个全副武
装。

他们向我们
保证不会杀害我
们，他们来到这里
的目的是绑架西
方人，让西方国家
为进攻马里付出
代价。

武装分子与
我们混在一起是为了躲避阿尔
及利亚军队的打击。阿尔及利
亚军队出动直升机佯攻，让武
装分子惊慌失措，我们刚好可
以利用这个机会逃脱绑匪的控
制。不少人就是这样成功逃出
去的。

（新华社阿尔及利亚艾因
阿迈纳斯1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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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阿尔及尔1月 19日电（记
者黄健）阿尔及利亚内政部19日晚发
表公报公布人质劫持事件初步结果，针
对解救人质行动造成的伤亡，公报说阿
军方果断采取行动旨在最大限度减少
流血。

公报说，恐怖分子挟持人质出逃、
扬言炸毁天然气田，致使形势变得极度
危险。为避免更大流血，阿军方果断采
取行动，对武装分子实施高效和有针对
性的打击。

公报说，武装分子一共有32人，来
自不同国家，其中有3名阿尔及利亚人，
并有炸药方面的专家。武装分子携带
重型武器，乘坐多辆越野车从邻国进入
阿尔及利亚实施袭击。16日凌晨，武装
分子首先袭击了一辆载有天然气田员
工的大巴车，随后闯入天然气田生活营
地和天然气处理厂，劫持了包括外国人
在内的大批人质。

武装分子声称此举是为报复法国
对马里北部极端组织采取的军事行
动。阿军方17日开始武力解决人质危
机，但因一些人质遇难而承受巨大国际
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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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内比都1月20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戚建
国与缅甸国防军副总司令兼陆军司令梭温20日在内比都举行首
次战略安全磋商，双方就地区安全形势、两国两军关系等问题深入
交换了意见。

当天，戚建国还先后会见缅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人民院议长
吴瑞曼。

戚建国说，中缅首次战略安全磋商成功举行，表明两军关系将
进入一个新阶段。中方愿与缅方一道，在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的基
础上不断推进两军关系，为巩固和发展中缅睦邻友好，维护地区和
平与稳定作出贡献。希望缅方通过和平方式妥善处理缅北问题，
维护中缅边境地区安宁。

敏昂莱表示，建立缅中战略安全磋商机制是密切两军关系、加
强战略沟通和推进务实合作的重要举措。相信通过双方共同努
力，两国两军关系会不断巩固和发展。

中缅两军举行首次战略安全磋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