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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孟凌云）按照文化部要
求，作为“第二届全国优秀保留剧目”获
奖剧目，省戏曲剧院吉剧团的经典吉剧
《桃李梅》将于5月启动40场大型全国巡
演活动，富有关东地域特色的艺术将亮
相广东、浙江、福建等南方观众面前，带
去别样的审美感受。

吉剧《桃李梅》是吉剧代表性剧目，
首演于 1960年，50多年来久演不衰。
去年底，该剧获得文化部授予的“第二
届全国优秀保留剧目”。为在全国进一
步推广吉剧艺术，弘扬吉林文化，促进
吉剧传承和发展，省戏曲剧院吉剧团按
照文化部要求，对《桃李梅》进行了进一
步精心加工，此次全国巡演活动，将以
更加精致、完善的风采展现在全国观众

面前。
对此次巡演，省文化厅和省戏曲剧

院吉剧团进行了精心筹备。自去年底，
就积极与各省市文化主管部门、各地经
纪公司、吉林省驻各地的商会联络，多方
争取联系演出。剧团向各相关单位介绍
了此次演出的重要意义：《桃李梅》是吉
剧的经典力作，是吉林文化的一张名片，
这次巡演既可以促进吉林省与其他地区
的文化艺术交流，更能扩大吉剧在全国
的影响力。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方
努力，今年5月15日《桃李梅》将赴深圳，
参加第九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
览交易会，亮相深圳大剧院，开启全国巡
演的首场演出。深圳文博会是国家级重
要文化展会，组委会把《桃李梅》纳入展

会重要演出内容，体现了对吉剧艺术价
值的敬重。

目前，《桃李梅》已经与广东省演出
公司确定了在广州、佛山、中山等三地的
演出日程，在5月15至25日期间，在广
东省连续演出10场，将使更多的广东观
众有机会走进剧场欣赏到东北戏曲的独
特魅力。

《桃李梅》作为一部具有较高艺术水
准的剧目，代表了吉剧艺术的一个高
峰。它1959年创作，由当时吉林省委宣
传部宋振庭部长（笔名薛白洛）亲自担任
初创编剧，后经王肯、刘中两位剧作家精
心修改，著名导演金玉霞担任该剧导
演。自1960年首演以来，该剧数十年间
唱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演出近

3000场，被豫剧、评剧、粤剧、唐剧等多
个剧种移植，1979年被拍成电影，1987
年到香港演出大受欢迎。

《桃李梅》的成功，一方面在于它
的剧情曲折有致，妙趣横生，充满了喜
剧性，另一方面全剧的音乐和谐、完
整，既很好地刻画了各种人物的复杂
思想感情与性格特征，又有力地烘托
了喜剧气氛，这种喜剧精神正是吉剧
独有的气质和风貌。《桃李梅》生旦净
末丑样样齐全，吉剧的很多行当如文
丑、小花旦、须生等等都起源于此。《桃
李梅》从二人转、东北民歌、东北大秧
歌中吸收营养，东北的观众听惯了，看
惯了，不隔音，不隔心，因此深受观众
喜爱！这些特点顺应了东北人民的性

格特点、欣赏趣味和审美取向，这即是
《桃李梅》50多年久演不衰的原因，更
是吉剧剧种的生命力所在。

在出发之前，省文化厅和省戏曲剧
院吉剧团将于4月20日在关东剧院举行
巡演的启动仪式。在赴广东演出前，剧
团将在驻长部队、大中院校连续进行5
场公益演出。

广东、深圳两地的演出结束后，省
吉剧团还将赴浙江、江苏等省市演
出。这次全国巡演将为吉剧创造与中
国戏剧界专家、朋友、同行的交流机
会，将促进各省市不同戏曲剧种的相
互了解。这次巡演还将很好地促进剧
团建设，并成为吉剧剧种建设发展史
上的重要一环。

吉剧《桃李梅》将全国巡演
关东地域艺术走向全国

简 讯

以一本《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火遍
全国的“中国最贵名医”张悟本已被揭穿
画皮，打着“中华养生智慧”旗号的高寒
也遭央视曝光。养生书籍当何去何
从？ 近日进入各大书店，记者发现养生
保健类的图书仍摆在显眼位置。与一些
专业的医疗书籍相比，各式各样的通俗
养生读物更受广大读者的青睐，《吃好每
天三顿饭》、《中国人该怎么吃？》等书处
在排行榜前列。种种现象似乎都在说
明：时隔两年，曾经风行市场的健康养生
书已经悄然回归大众读物市场了。

两年前，国内养生书籍市场鱼龙混
杂，良莠不齐，许多书中甚至盲目夸大某
些药材在不同使用方法下的作用，以此
吸引人们去买。张悟本引发的“养生书
下架”事件被媒体曝光后，养生书销售
惨淡。新闻出版总署下大力气整顿养

生书出版市场，出台相关文件规定，公
布了53家被认定具备养生保健类图书
出版资质的出版单位，名单以外的出版
社则不准出版养生图书。新闻出版总
署规定，出版社需拥有5位以上医生资
质的编辑才可能出版养生书，养生书应
由医学专家进行严格编撰和校审，具有
一定的权威性。养生书市场乱象得到有

效遏制。
严令禁止下，此轮热卖的养生书无

论出版方还是作者都从过硬的资质着
手，以取得市场资格。从图书内容看，主
要是饮食习惯、生活方式，极少涉及药
方。作者普遍是拥有执业执照的医师，
权威性得到了保证。如北京协和医院临
床营养科教授于康联合北京卫视《养生

堂》节目推出的新作《你吃对了吗？》，采
用“问答体”结构全书，提出很多颠覆人
们传统观念的观点，以“你吃对了吗？”为
主线，揭示了四大饮食误区，从9个方面
详细讲解不同年龄的人群在面对柴米油
盐酱醋茶、肉蛋奶、蔬菜水果、饮料、零食
等食物时吃的要诀，以日常生活中所遇
到的各种营养问题为基础，将深奥晦涩

的营养原理变成生动、鲜活、通俗的文
字，来解答及普及营养健康知识，再一次
从营养学的角度给出“中国人到底该怎
么吃才健康”的标准答案。

同样以《你吃对了吗？》为例，也隐约
可见养生书籍的第二走向，即电视明星
与营养专家的“联姻”：在该书出版的前
两年，于康登上北京卫视《养生堂》开讲
营养，大家风范的稳重博学与主持人悦
悦幽默亲切的主持风格相得益彰，“于
悦”组合创下了合作38期《养生堂》的总
量纪录，创下了单日全国780万个家庭
完整收看的单元成绩，也连续夺得北京
及全国同时段节目收视之冠。真实，使
人感觉亲切和鲜活；真实，使营养理念更
易深入人心。事实证明，唯有科学正确
的确定结论和操作要点，才能使养生医
学读物长久而稳定地走下去。

从戏说到专业
——看营养专家与电视明星“联姻”现象

本报记者 高菲

本报讯（赵志强 记者龚保华）由民盟吉林省委
员会、吉林省民盟书画院共同主办的“吉林省民盟书
画家咏春新作展”将于4月20日上午开幕。此次展
览将展出来自长春、吉林、通化、四平、松原等地民盟
盟员张金梁、马有林、冯永庆、王东明、魏宏声、王焕
富、吴峰、徐树林、韩雨峰、白石、李也、刘德生、张明
涛、赵健等40余位书画家的书画新作，同时特邀金中
浩、卜昭禹、赵志强、李树君等著名书画家作品参
展。展览将为观众带来视觉及精神上的双重享受。
据悉，此次展览5月10日结束，展出地点为新星宇·
和源销售中心。

“吉林省民盟书画家咏春新作展”20日开幕

本报讯（张晓娟 记者孟凌云）本周六（4月 20
日），省京剧团周末专场将推出《豆汁记》和《坐宫》两场
演出。

《豆汁记》由优秀青年演员梁菁菁、国家一级演员
姜立地、优秀青年演员王雷主演。讲述的是一位落魄
到连乞丐都不如的穷书生饿倒在一个叫花子的门外，
被叫花子的女儿金玉奴用豆汁儿救活一命，两人因此
结为夫妻，但书生考中功名后却谋害糟糠之妻的故事。

《坐宫》由国家一级演员张蕾蕾、张紫玉强强联合，
共同演绎一段精彩绝伦的《四郎探母》选段《坐宫》一
折。张蕾蕾扮相雍容华贵，嗓音甜、亮、脆、美；张紫玉
扮相俊美，唱腔低回、深沉。

京剧周末场推出《豆汁记》和《坐宫》

本报讯（记者高菲）近日，《少年勇敢手册》出版。
该书取材于美国探索频道中的热播节目《少年英雄》，
通过讲述生活中真实发生的危险故事，总结应对这些
危险的急救方法，塑造了一系列勇敢而真实的少年英
雄形象。同时配有真实而激动人心的图片，向少年儿
童传达自救常识。

《少年勇敢手册》出版

4月18日，北京友谊合唱团在开幕式上献唱。当日，由北京市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北京市少年宫等单位共同举办的“同心共筑中国
梦”2013北京合唱节开幕式暨第九届北京之春演唱会在北京市少年
宫举行。 新华社发

本报4月18日讯（记者张政）今天，2012至2013赛季
NBA常规赛上演了最后一天的对决，关于赛季得分王归属
的悬念也随之揭晓。由于尼克斯队的安东尼和雷霆队的杜
兰特均在最后一场比赛中休战，至此，纽约尼克斯队的安东
尼以场均28.7分获得了个人职业生涯首次得分王荣誉。

安东尼力压杜兰特首获得分王

本报4月18日讯（强文）2012-13NBA赛季常规赛今
天全部结束，东西部八强全部出炉。东部八强依次为：热火、
尼克斯、步行者、篮网、公牛、老鹰、凯尔特人、雄鹿；西部前八
名依次是：雷霆、马刺、掘金、快船、灰熊、勇士、湖人、火箭。

季后赛将于4月21日打响，采取7战4胜制。季后赛
东部首轮对阵形势为：热火－雄鹿，尼克斯－凯尔特人，步
行者－老鹰，篮网－公牛；西部首轮对阵形势为：雷霆－火
箭，马刺－湖人，掘金－勇士，快船－灰熊。

NBA常规赛排名出炉

本报4月18日讯（多强）由于灰熊
击败爵士，在与火箭队比赛之前，湖人
便知道已经进入季后赛，这场NBA常
规赛最后一战，实际上是西部七八名
排位之争。通过惊心动魄的加时赛，
湖人最终以99比95击败火箭，占据了
西部第7位的位置，季后赛首轮将挑战
马刺队；而获得西部第8名的火箭队，
季后赛首轮对阵实力强劲的雷霆。

没有科比的湖人队虽然有些底
气不足，但加索尔与霍华德两位高大
内线为对手带来巨大压力，不论进攻
端与防守端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尤其是加索尔在本场比赛中打
出三双，全场贡献17分、20个篮板

和11次助攻，霍华德也得到了16分
18个篮板，最值得一提的是布雷克，
他不但组织进攻有声有色，同时自己
也砍下24分、7个篮板和7次助攻，
为湖人队常规赛最后一战画上圆满
句号立下头功。

此役，前三节火箭队一直领先，
比分分别为24比21、50比44、71比
66。不过第四节，湖人队开始发力，
比分反超后开始占据场上主动。最
后时刻，当人们认为湖人队胜利在握
时，火箭队的帕森斯接林书豪传球，
投中一记匪夷所思的压哨三分球，双
方战平。加时赛，湖人队把握着机
会，凭借主场之利艰难取胜。

最后一役惊心动魄

湖人队加时胜火箭

本报4月 18日讯（记者刘颖）今天，“长春市少
儿文化艺术节暨直通少儿春晚”大型活动正式启
动。

本次活动将历时8个月，分三个阶段进行。从3
岁的学龄前儿童到13岁少年儿童都可报名参加比赛，
项目设置包括声乐类、舞蹈类、器乐类、语言曲艺类、书
法绘画等五大类，全面展示儿童才艺。

此次活动开展具有公益性，才艺突出、有发展潜质
的贫困家庭的儿童，经审核，可推荐参加长春市妇女儿
童活动中心培训学校、长春市少年儿童交响乐团等培
训学校免费学习。参赛选手还将组建“手拉手”艺术
团，课余时间参加长春市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孤儿学
校公益性慰问演出，提升少年儿童的社会责任感和使
命感。

“长春市少儿文化艺术节——直通少儿春晚”由长
春市妇联、长春广播电视台主办，由满天星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和长春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承办。

长春市少儿春晚大型选秀活动启动

九台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九国土告字[2013]19号

经九台市人民政府批准，九台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
出让1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宗地编号：2013-001-021；界址：九台市九台办事处后小屯

村道路以北、四舒路以南、旱田以西、以东；用途：商服用地；出让
40年；面积：2421平方米；容积率：大于0.6；建筑密度：大于40%；
竞买保证金：96万元。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
申请参加，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房地产开发用
地竞买人应当具有相应的房地产开发资质。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
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
件。申请人可于2013年4月19日至2013年5月18日15时到九
台市国土资源局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13年5月8日至2013年5月18日15时到
九台市国土资源局提交书面申请并交纳竞买保证金。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
局将在2013年5月19日15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九台市国土资源局
土地利用耕保科，挂牌时间为2013年5月8日9时至2013年5月
20日9时（节假日照常挂牌）。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

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九台市国土资源局土地利用耕保科
联系电话：0431-82323558 联 系 人：辛女士

九台市国土资源局
二Ｏ一三年四月十八日

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CEITCL-JL-CZFW-130314

吉林省洮儿河灌区2012年度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已经
吉林省水利厅以吉水技[2012]1577号文件批准建设，招标人为白
城市洮儿河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办公室，招标代理机构
为中经国际招投标有限公司。建设资金为中央预算内专项资
金。目前已具备工程建设条件，现对本工程施工监理进行国内公
开招标。一、招标工程概况：该工程位于吉林省白城市境内，是以
洮儿河、蛟流河为水源的多渠首引水的大型灌区。招标内容：主
要对吉林省洮儿河灌区2012年度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施工
监理进行招标。监理服务期：2013年6月20日至2014年12月
30日。二、资格审查条件：1．投标人应具有水利工程施工监理乙
级或乙级以上资质的独立法人单位。2．具有承担类似工程的施
工监理经历。3．近三年来财务状况良好。4．有良好的履约信
誉。5．吉林省行政区域外的监理单位参加投标，需持《水利工程
建设监理单位资质等级证书》、监理工程师注册批准书等材料到
吉林省水利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备案，经核准后方可购买招标文
件参加投标。三、招标文件的发售：1．购买招标文件要凭本人身
份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资质证书副
本原件及上述证件的复印件和企业法人签名真迹的授权委托书
购买。2．招标文件在吉林省政务大厅6楼招投标窗口处出售
（地址：长春市贵阳街287号），每份招标文件售价人民币2000
元，售后不退。3．招标文件出售时间：2013年5月6日至2013
年5月10日每天上午8:30至11：30时，下午13：00至16:00时
（节假日除外），过期不予受理。四、开标时间及地点：开标定于
2013年5月29日下午13：00时在吉林省政务大厅6楼（地址:长
春市贵阳街287号）。届时请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准时参加。招标人：白城市洮儿河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
办公室 联系人：蒋晓红 联系电话：0436-5011210 招标代
理机构：中经国际招投标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徐世超 联系电
话：0431-81669111

遗失公告
长岭县长岭镇居民杨晓萍，因保管不善，

将持有的长国用（1996）第02594号《国有土地
使用证》丢失，公告声明作废。该宗地坐落于长
盛路北，挹爽街西，土地权利人是杨晓萍，土地
使用权面积为172.70平方米，用途为住宅用
地，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对此公告有异议
者，应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长岭县国土资源
局提出异议申请，否则根据土地管理法律法规，
准予补发土地使用证书。

联系电话：0438-7222595转8817
长岭县国土资源局
2013年4月17日

招标公告
柳河县2013年时家店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已由有关部门批

准建设，批准文号为吉农发[2013]26号。建设资金来自中央财政
资金和地方财政资金。目前已具备工程建设条件，现对柳河县
2013年时家店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施工及监理进行公开招标。

一、招标范围及标段划分：1、柳河县2013年时家店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包括塘坝、农桥、节制闸、分水闸、拦河坝、渠道衬砌、
机耕路等工程施工及监理。2、标段划分：施工划分四标段，监理
划分一个标段。二、资质要求：1、施工：投标人须具备水利水电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以上资质（含三级）。2、监理：投标人须具备水
利水电监理工程丙级及以上资质。三、招标文件的发售：1.投标人
购买招标文件提供授权委托书、被授权人身份证、营业执照、相应
资质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外省施工企业还需持有吉林省建设主
管部门办理的《入吉建筑企业投标备案证明书》。2.投标报名及招
标文件出售时间为2013年4月19日至2013年4月25日（节假日
休息）每天8:30至16:00时，出售地点为长春市朝阳区慈光路
652号（吉林省天利招标代理有限公司）。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1500元，售出不退，过期不予受理。3.开标时间及地点：2013年5
月10日13：30分在长春市政务中心会议室举行。四、招标公告在
吉林省建设信息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吉林日报》同时发布。

招标人：柳河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
招标代理机构：吉林省天利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苹 电 话：0431-88580117 13844903305

双阳水库坝下防汛道路应急度汛工程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CQXZJF2013-013

1.招标条件：双阳水库坝下防汛道路应急度汛工程已由吉林
省水利厅以吉水技【2011】1536号文件批准建设，项目法人为长
春市双阳区双阳水库管理处，招标代理机构为重庆西征建设工程
咨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吉林省水利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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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建设地点：长春市双阳水库。2.2招标范围：将原8.5米宽路面
拓宽至13.5米，道路全长为1382.7米，对原两座交通桥进行拆除
重建，新建2座装配式预应力空心面板桥，跨长分别为9米、13米，
宽度均为13.5米。2.3计划工期：开工日期：2013年6月10日开
工，完工日期：2014年7月10日完工。3.投标人资格要求：3.1（1）
独立法人资质；（2）企业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
以上资质，项目经理必须具有水利水电工程专业贰级以上（含贰
级）注册建造师资格，技术负责人必须具有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中
级及以上职称；（3）良好的财务状况及商业信誉；（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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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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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招标文件的获取：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3年5月2日至2013年5月8日（法
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9时至16时到吉林省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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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递交:5.1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及地点：2013年5月24日上午
9时整，地点为长春市政务中心A区三楼第三开标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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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勘
现场和投标预备会：不组织踏勘和投标预备会。7.发布公告的媒
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吉林省水利厅网站、
《吉林日报》上发布。8、联系方式：招标人：长春市双阳区双阳水
库管理处 联系人：赵长霞 联系电话：0431-84213259 招
标代理机构：重庆西征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0431-85336921 联系人：李冬雪

土地证遗失公告
陈凤军将位于梅河口市长白山建材城，土

地 使 用 证 号 为 ：梅 国 用（2006）字 第
051928626号、分摊土地使用权面积137.91
平方米，用途为商服的国有土地使用证遗失，现
声明作废。与此相关的权利人对此公告有异议
的，请在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梅河口市国土资
源局提出申请，逾期不提出申请，我局将予以补
发土地使用证。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435-4214722

梅河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3年4月18日

招标编号：13-JLZTB-05
一.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抚松县2013年农业综合开发存量

资金土地治理项目已由吉林省农发办以吉农发【2013】26号批准
建设，项目业主为抚松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建设资金来自中
央投资及地方财政配套资金，项目出资比例为100%，招标代理机
构为吉林正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
项目的施工及监理进行公开招标。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2.1
本项目为抚松县2013年农业综合开发存量资金土地治理项目工
程施工及监理。招标范围，该项目为一个标段：农道桥、浆砌石河
道护岸、水泥路等。2.2 工程建设地点为抚松县兴隆乡、万良镇；
2.3 计划开工日期为2013年5月15日，计划竣工日期为2013年
11月30日，工期200日历天；2.4 工程质量要求符合合格标准。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3.1 投标申请人须具有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
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监理人须是水利工程施工监理丙级及以上
资质；完成过类似工程施工业绩，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
有相应的施工能力。3.2 投标单位拟派出的项目经理须具备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相关专业注册建造师资格贰级及以上资
质；总监理工程师须是经国家主管部门核准注册并持有执业证
书。3.3 拟派出的项目管理人员，应无在建工程，否则按废标处
理。3.4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3.5 拒绝列入政府不良行
为记录期间的企业或个人投标。四.招标文件的获取:4.1 凡有意
参加投标者，请于2013年4月19日至2013年4月25日（公休日
除外）每天上午9:00时至11:00时，下午13:00时至16:00时到
吉林正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长春市东南湖大路518号鸿城国际
大厦A座18楼1804室）购买招标文件，来时请持法人授权委托
书、营业执照、资质证书、项目经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4.2 招标
文件每套售价2000元，售后不退。五.投标文件的递交:5.1 投标
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13年5月9日上
午9:00时，地点为长春市东南湖大路518号鸿城国际大厦B座5
楼会议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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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采
购与招标网、吉林省建设信息网、《吉林日报》上发布。七.联系方
式:招标人：抚松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地址：抚松县财政局;邮
编：134500;联系人：王静波;电话：0439-6220348;招标代理机
构：吉林正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地址：长春市东南湖大路518号
鸿城国际大厦A座18楼1804室 邮编：130022;联系人：张鑫;
电话：0431-81961804

招标公告（资格后审） 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CEITCL-JL-CZGC-130313

1、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吉林省洮儿河灌区2012年度续建
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已由吉林省水利厅以吉水技[2012]1577号
批准建设，建设资金为中央预算内专项资金。招标人为白城市洮
儿河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办公室，招标代理机构为中经
国际招投标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施工进
行公开招标。2、工程概况与招标内容：该工程位于吉林省白城市
境内，是以洮儿河、蛟流河为水源的多渠首引水的大型灌区。招
标内容：建筑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
程、临时工程等。计划工期:2013年6月20日至2014年12月3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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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以上（含贰
级）资质的企业法人单位；项目经理必须具有水利水电工程专业
贰级以上（含贰级）注册建造师资格，技术负责人必须具有水利水
电工程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3）投标人在近五年内承担过类似
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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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承担本工程施工能力。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4、招标文件的获取：4.1凡有意参
加投标者，请于2013年5月6日至2013年5月10日（法定公休
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天上午8：30分至下午1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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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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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13年6月7日上午10：00，地点为
吉林省政务大厅六楼开标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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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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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公告的
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吉林省水利厅网站、《吉林日报》、中国
采购与招标网上发布。招标人：白城市洮儿河灌区续建配套与节
水 改 造 项 目 办 公 室 联 系 人 ：蒋 晓 红 联 系 电 话 ：
0436-5011210 招标代理机构：中经国际招投标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徐世超 联系电话：0431-81669111

吉林省方诚拍卖有限公司受托，对两台二手汽车进行公开
拍卖。

拍卖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3年4月25日15:00止
拍卖时间：2013年4月26日上午10：00
拍卖地点：长春市北苑宾馆会议室
拍卖会登记地点：长春市绿园区普阳街邮政小区小五号楼
联系电话：13756269993 赵先生

拍卖公告
吕威同学及家长:

吕威,男,学号10010100223，长春中医药大学中医学专业
2010级学生，该生在2011-2012学年第二学期，经常旷课，并
无故缺考该学期全部课程的期末考试，2012-2013学年始，拒
绝返校办理注册手续，缺席2012年9月-2013年3月的全部教
学活动，累计旷课524学时。

根据《长春中医药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学籍管理暂行规定》
第四条及第二十八条第四款之规定，应予以退学处理。

请于登报之日起10个工作日之内来校办理退学相关手续，
逾期学校将直接发文做出退学处理。

长春中医药大学
2013年4月18日

关于拟对吕威同学退学处理的告知书

●赵维家将警官证丢失，号
码为401069，声明作废。

●榆树市三星酒业有限公司
将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
220182020001681，特此声明。

●杨占彬将榆树市粮食加工
厂的楼房一栋三单元七层东门面
积84.704平方米原投楼收据（发
票）丢失，声明作废。

●苑树远将榆
树市客运公司的楼房
一栋一单元四层东
门，面积86平方米原
投楼收据（发票）丢
失，声明作废。

●谢明志，身份证号码：
22072319850911241X，现住
吉林省乾安县严字乡美字村，
二代身份证丢失，声明作废。

● 史 强 将
220105198908220017 号 身
份证丢失，声明作废。

●郭凤英、史高宇将低保
证 、优 惠 证 丢 失 ，编 号 ：
2201040509000014，特此声
明。

●张晓翠将身份证丢失，
号码 220104197106155048，
特此声明。

●肖威将榆树市建筑材料
公司的楼房五单元七层东门面
积 76.95 平方米原投楼收据
（发票）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