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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的琴声响起时，你会觉得这琴
声划破了周遭所有的喧嚣、噪杂，世界变
得纯粹单一，琴声是那样坚定、纯净，执
着而动听，这种美好的感受直达人心，观
众会被其牢牢吸引，沉浸其中……

这就是音乐和艺术的魅力吧！这就
是刘云志之所以能坐在国家交响乐团乐队
首席位置长达23年之久的根本所在吧。

8月1日，由吉林艺术学院主办的
“古典之夜”经典系列室内乐音乐会在该
校举行，领衔演奏的是吉林艺术学院校
友、国家交响乐团乐队首席刘云志。作
为从我省走出去的艺术家，刘云志以卓
越的艺术成就享誉海内外，成为吉林省
的骄傲，此次回到家乡、母校演出，他有
着怎样的感受呢？7月31日，记者在演
出前一天的排练现场采访了他。

才华突出 少时成名
刘云志1964年出生于音乐世家，父

亲是省内颇有名气的演奏家、作曲家，受
父亲影响，他从小就开始练琴。1981年，
刘云志考入吉林艺术学院，1985年，毕业
后的他考入前中央乐团（现国家交响乐
团），1991年底，当时只有27岁的他成为
乐队首席，并一直保持至今。

能成为国家交响乐团的乐队首席，
体现了刘云志非凡的艺术才华和演奏水
准。在国家交响乐团30年间，他始终活
跃于国内及国际音乐舞台，随乐团在国
内外巡演，出访了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
与世界著名音乐家、指挥家小泽征尔、梅
纽因等有过令人难忘的合作，这些世界
级的大师们不止一次地惊叹中国有如此
出色的乐队首席，他们称赞刘云志是他
们所见过的最优秀的首席之一。2000
年，刘云志赴德国慕尼黑音乐学院学习，
慕尼黑音乐学院在给刘云志的结业证书
上写道：“他是个具有特殊才能的人，具
有超群的领悟力和技术水平，在他所任

职的任何一个音乐团体中，他的演奏和
参与都会产生重要的积极的影响。”刘
云志以其出众的音乐才华为中国交响乐
赢得了声望。

超越凡俗 创造不朽
谈到此次回到母校演出，刘云志很

兴奋。他说，回家乡演出已经不是第一
次了，以前和国家交响乐团也曾一起回
来演出过，这些年也会不定期地回到母
校与老师同学见面，但像此次专门回学
校演出，还是第一次。他说，吉林艺术学
院目前正大力推动交响乐教育和学科建
设，邀请他们这些在国内有一些成就的
人回母校，“对我个人来讲，并不是说我
有多大的能力，但我是觉得回报母校，与
母校的一代代师生一起交流，共同促进，
是件非常好的事情，我从内心觉得有这
个义务。”

宝剑锋从磨砺出。刘云志练琴刻苦

是出了名的，据吉林艺术学院他的同学
介绍，刘云志每天拉七八个小时琴是常
有的事。如今造诣已经登峰造极的他，
完全达到了琴人合一的境界。在演奏现
场，听他拉琴，是难得的艺术享受，是一
种美妙的生命体验。集一生功力于一身
的他，拉出的琴声是那样恒定而富有穿
透力，音乐之声竟然如钢铁般坚定而有
质感，让人可感、可摸；当它回旋时，观众
又能真切地感受到琴声的“如泣如述”，
像语言般明确地表达着艺术家的思想，
那是一种从心底里流淌出来的旋律，传
达着一种圣洁、唯美的情感。

说起现在的状态，刘云志也很感
慨。他说，艺术家也是人，也曾面对时代
的变化和人心浮躁，周围的许多人都在
想尽办法赚钱，丰裕的物质不断地让人
受到诱惑，而此时能静下心来，关在小屋
子里，拉七八个小时的琴，这不但是意志
的事，更是一种信仰和思想的升华。从

思想和技巧的双重磨炼中走出来，刘云
志终于凤凰涅槃，登上了人生和艺术的
巅峰。

济世情怀 推广艺术
作为在艺术界享有盛誉的艺术家，

刘云志近年在演出的同时，也致力于推
动交响乐的普及。2009年，他参与创建
了贵阳交响乐团，这是一家在机制和体
制上全新运作的民办公助乐团，自成立
以来，每年演出80场以上，刘云志作为
贵阳交响乐团名誉团长和乐队的首席，
每年都要参加演出。乐团以精湛的演奏
水平和开放超前的管理模式，成为国内
交响乐界颇有影响的“贵阳模式”。

之后，刘云志尝试着与国内其它省
市一起合作，结合当地实际，“复制”或
推广“贵阳模式”，探索着交响乐的振兴
之策。此外，他还举办了小提琴奏鸣曲
系列公益音乐会，向大学生普及古典音
乐。

对于交响乐的发展，刘云志说，交响
乐并不存在因其“高雅”而难懂的问题，
交响乐从来没有高高在上，关键是让人
欣赏到这种艺术，观众听到了，感受到它
的美妙，自然就会被吸引。刘云志希望
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观众能感受
到交响乐的魅力，从而感受生活的美好
与丰富。

用音乐表达心灵声音
——访国家交响乐团乐队首席刘云志

本报记者 孟凌云 李梦溪 实习生 隋滨竹

大约从幼儿园起，我们就听过“吃
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
皮”，一直都是当顺口溜听的。不过，
都市里“全食族”正在兴起，族员们不
光“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连吃香蕉也
不剥皮了，其“全食”之举，其意不在于
颠覆顺口溜，而是为了“与国际接轨”：

“全食物”作为一种饮食文化最早兴起
于西方发达国家，并逐步向全世界扩
展。很多发达国家的医师、营养学家，
都在推行“全食物”概念。

“全食族”相信“全食物，全营养”
的观点，认为葡萄皮、葡萄子、香蕉皮
这样的“边角料”富含维生素、矿物质、

纤维素和植物生化素，若长期坚持摄
取，可抗氧化、消除自由基，延缓衰
老。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全食
族”如此“全食”安全么？通常农药、化
肥一类有害物质，不是果皮里残留最
多么？一味“全”而“食”之，到底是吸
取营养还是慢性自杀呢？

武警番禺医院营养专家汤恋花认
为，“全食族”们所推崇的“果品营养
说”，很难跨过“营养吸收”和“食品安
全”这两道关卡。

葡萄皮和葡萄子中所含白藜芦
醇，的确具有抗氧化功能，但葡萄
子壳很厚，整颗吃下去并不利于消

化吸收。就算将葡萄子弄碎，依然
无法达到消化吸收的标准，最终仍
然会随着排泄物排出。因此，为了
获 取 营 养 而 将 葡 萄 连 皮 带 子 吃 没
有必要。

另外，香蕉皮含粗纤维，有助排
泄，但肠胃不好者食用，会出现严重问
题。汤恋花表示，食物并非所有营养
都在皮与子里，刻意追求“完整的食
物”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所谓“吃葡萄
不吐葡萄皮”，吃香蕉“连皮吃”的“健
康养生理念”，其实并不科学，不值得
效仿。

囫 囵 吞 果
常 琳

8月5日，参观者在“含泪画下去——司徒乔艺术世界的爱与恨”展览上拍照。当
日，由中央美术学院主办的“含泪画下去——司徒乔艺术世界的爱与恨”展览在北京中
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展。该展览将持续至9月10日。 新华社记者 高静 摄

本报讯（木子）止庵的散
文集《惜别》，将由上海人民
出版社出版。

知名书评人、编辑人止
庵已出版《沽酌集》、《插花地
册子》、《茶店说书》等10多部
作品，均是读书心得和纵横考
究的文字集结。不同于以往

“为他人做嫁衣裳”的书写，
《惜别》是止庵于母亲故去3

年后沉淀而成的生死体悟，是
最私密也最承载个人情感的
一部作品。全书以母亲的离
去为起点，片断式地回溯，母
亲生前的日记和书信，与作
者的回忆和思考两相交替，
形成两种对立却彼此依存的
书写状态。母亲留下的手
泽，充满亲人相处时的温暖
细节：最常做的那道红菜汤，

与“我”一起看过的电影，病
重时吃下的那枚小布丁……
这些事情平凡微小，却感人
至深。对平凡生活不落窠臼
的感怀，对生死之事坦直沉
静的追问，也让人们沉思：在
有限的平凡日子里，我们是
否也把每一件小事做得有质
量，有滋味，将寻常时光过得

“真切而结实”？

止 庵 散 文 集《惜 别》直 书 生 死 体 悟
本报讯（木子）一

直对外界舆论保持沉默
的田朴珺首本随笔文集
《习惯就好》，即将由长
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田朴珺是谁？她是
演员，是商人，也是制片
人，当制片人的第一部
作品就是票房超5亿的
电影《中国合伙人》。

她早年从中戏被劝
退学，远赴香港当演员，
后弃演从商，从事房地
产生意的人生经历，从
未被真正解读。在《习
惯就好》一书中，田朴
珺不仅回顾了这些早
年经历，更选择了从纽
约的留学生活入手，分
享独立心得。作为“王

石女友”被曝光后，媒
体和网友纷纷猜测田
朴珺是个“有野心有心
机有手段”的女人，面
对这些偏见和误解，甚
至谩骂，她从未发过一
封声明，也从未正式回
应过一句话。她说，这
些都是浮云，习惯就
好。

田朴 随笔集《习惯就好》将出版
本报讯（杨晓华 李亚云）

为了践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提高社区居民的思想道德
文化素质，丰富居民文化生活，
让更多的居民通过读书提高文
化修为，敦化市渤海街民生智
能服务中心在多功能活动室开
辟了读书角。中心通过市委宣
传部、市民政局、作家协会等相
关单位赠书以及居民捐赠，共

有藏书4000余本。同时，依托
图书馆、社区图书室、职工书屋
等资源共享，经常组织老年人
以及居民开展读书心得交流、
专家讲座、图书捐赠、好书推荐
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来中心活动的老年人居
多，每天都有数十名老人到中
心读书、看报、下棋。经常来中
心活动的退休老教师张老师被

大家戏称为“圣人”，因为张老
师每次来中心都是一边踱着方
步，一边饶有感情地诵读唐诗
宋词。他说，这样不仅能够陶
冶情操，同时还可以活跃大
脑。在他的带动下，中心好多
老年人也加入到学习古代诗词
的行列。民生智能服务中心为
发扬这种读书的热情，将每年
的7月20日定为读书节。

敦 化 市 渤 海 街 道 有 了“ 读 书 节 ”

公 告
根据房屋所有权人王丹的申请，坐落在辽

南街农行小区4号楼3单元4层，结构为砖混，
面积55平方米，所有权证号2-002526的房屋
所有权证遗失（或者损毁）声明，无异议，将予以
补发。

特此公告
双辽市房屋产权管理中心

2014年8月5日

声明作废
产权人孙甲龙将坐落在河南街；房屋编号

为0003651000070001的房屋所有权证蛟字
第015-03173号，建筑面积：54.60平方米的
房屋所有权证丢失，现声明作废。

补发公告
产权人孙甲龙将坐落在河南街；房屋编号

为0003651000070001的房屋所有权证蛟字
第015-03173号，建筑面积：54.60平方米的
房屋所有权证丢失，权利人已声明作废。现作
出补发公告，如30日内无人提出异议，予以补
发。

蛟河市房屋产权管理中心
2014年8月4日

遗失公告
岔路河镇西高家村四社村民何忠林将其

取得的《集体土地使用证书》（编号：（89）
051304391号）丢失，现声明作废。

与此相关权利人对此公告有异议的，应在
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永吉县国土资源局提出
异议申请，逾期不申请，我局将根据土地管理法
律法规规定，准予补发证书。

永吉县国土资源局
2014年8月5日

房屋产权证补发公告
房屋产权人陈文武，自有房屋坐落于：磐

石市取柴河镇。结构：砖混，面积：306.00平方
米，产权证号：2101-837。本人因保管不善丢
失，特此申请登报作废，重新补发。

公告一个月内无人提出异议，将给申请人
补发新的房屋所有权证。

特此公告
申请人：王超

磐石市房屋产权管理中心
2014年8月4日

声明作废
扶余市居民姬兴霞，由于个人保管不善，

将坐落在扶余市东北街/2-1-15-16/3单2，扶
房权证城字第00051955号，总层数：五层，所
在层数：三单元二层，结构：混合，面积：85.45
平方米，用途：住宅，房屋所有权证丢失，声明作
废 。

补发公告
扶余市房屋产权管理中心经审核对上述

房屋所有权证一个月内无异议，将予以补发。
扶余市房屋产权管理中心

2014年8月1日

声明作废
扶余市居民郭中军，由于个人保管不善，

将坐落在扶余市新城局村，扶房权证城字第
00042666号，总层数：一层，所在层数：一层，
结构：砖木，面积：118.50平方米，用途：住宅，
房屋所有权证丢失，声明作废 。

补发公告
扶余市房屋产权管理中心经审核对上述

房屋所有权证一个月内无异议，将予以补发。
扶余市房屋产权管理中心

2014年8月4日

房屋产权证补发公告
房屋产权人郑明志，自有房屋坐落于：磐

石市红旗岭镇十里村太平屯。结构：砖瓦，面
积：68.25平方米，产权证号：17-02-099。本
人因保管不善丢失，特此申请登报作废，重新补
发。

公告一个月内无人提出异议，将给申请人
补发新的房屋所有权证。

特此公告
申请人：郑国军

磐石市房屋产权管理中心
2014年8月5日

更 正
现将招标编号为JLTXY-[2014]-071

的大安市农业综合开发月亮泡东中型灌区
节水配套改造项目中开标日期由原有的
2014年9月11日上午9：00时更改为2014
年9月11日上午11：00时。

吉林省同欣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14年8月6日

吉林体彩
体彩超级大乐透4.97亿元巨奖横空出世

体彩超级大乐透每周一、三、六开奖，今日奖池4.39亿元。
更多内容请登录吉林体彩网（WWW.Jlstycp.com）查询。

8月4日晚，体彩超级大乐透14090期开出60注追加头奖，这
60注追加头奖被山东淄博一名彩民独中，总金额达4.97亿元。

据数据显示，60注追加头奖出自山东省淄博市07067号站
点，销售时间为8月4日下午6点多，投注方式为60倍投单式追加
投注，投注金额为180元。超越江苏2.56亿元巨奖得主，成为中
国体彩巨奖第一人！本期前，大乐透奖池持续徘徊在9亿元上下，
丰厚的奖池终于孕育出巨奖。60注头奖全部追加，直接帮助得主
多赚了1.86亿元奖金。这4.97亿元奖金究竟是如何炼成的呢？
下面就为大家分析解惑。

大乐透每期按彩票销售额的51%、14%和35%，分别计提彩
票奖金、彩票发行费和彩票公益金。彩票奖金分为当期奖金和调
节基金，其中，49%为当期奖金金额，2%为调节基金。每期奖金金
额扣除固定奖总额后，剩余的部分被称作是“高等奖奖金”。

高等奖奖金=当期奖金金额(即销量的49%)-固定奖奖金
通过计算可以得知，本期奖金金额即销量的 49%，即

176916628元×0.49=86689147.72元。固定奖金总额为四、五、
六等奖之和，为 33609665 元。高等奖奖金即两者之差，为
53079482.72元。

根据大乐透新规奖金计算方法：奖池3亿以上时，奖金总额包
括两部分，一部分为“高等奖奖金”的42%与奖池中累积的奖金之
和，单注奖金按注均分，单注最高限额封顶500万元；另一部分为
当期奖金额减去固定奖总额后的33%，单注奖金按注均分，单注
最高限额封顶500万元。

第一部分：(高等奖奖金×42%+奖池余额)/(一等奖数量+
0.6×一等奖追加注数)=(53079482.72×42%+897430770.54)/
(60+0.6×60)>5000000

所以第一部分取封顶的5000000元奖金。
第二部分：(高等奖奖金×33%)/(一等奖数量+0.6×一等奖追

加注数)=(53079482.72×33%)/(60+0.6×60)=182460元

一等奖=第一部分+第二部分=5182460元。山东这位幸运
彩民，命中60倍头奖，并且全部追加，期总奖金即为(60+60×
0.6)×5182460=4.97 亿元！直观的看，追加为他多赚了(60×
0.6)×5182460=1.86亿元！

在这之前超级大乐透第14089期全国共中出9注头奖，其中，
吉林省延边州敦化市彩友成先生（化姓）通过一张“7+2”的复式票
成功揽获奖金6287293元。8月4日一早，成先生与家人一同来
到吉林省体彩中心领奖。

已经年过五旬的成先生是敦化市一家国企职员，他介绍说这
次中奖的‘7+2’复式，除一等奖奖金外，三、四等奖的小奖金加起
来也中得1.7万元。唯一遗憾的是成先生这张彩票没有进行追
加，少中376万多元。这张彩票是在敦化市长城小区一号楼的
15505号体彩站购买的，选择前区号码的时候，他重点是看号码的
区域分布，当然也会参考“重号”、冷热号的出现概率。对于后区
号码的选择，他则有一套自己独有的“梯形号”的研究概率，出现
的号码偶尔会呈现梯形分布，用以参考选号。本期就是这样精心
选号成功。

这次中得丰厚奖金，他第一个想法就是要购买房子，改善生
活环境，让妻子开心；一部分奖金留给孩子发展；还将继续支持
体彩事业，留出部分奖金继续购买体彩超级大乐透和其他玩
法，仍采用小复式的方式投注大乐透，但会增加倍投和追加的
方式，继续支持国家公益事业，也要与身边人经常分享中奖的
乐趣。

大乐透奖池依然还有4.39亿元，下一个亿元大奖会是你吗？
在投注的时候记得一定要追加哟。

招标公告（资格后审）
长春市双阳区2014年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已由长春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以长发改审批字[2014]120号文件批准建设，招标人
为长春市双阳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管理办公室，建设资金
来自国家和省级配套资金及地方自筹，现对本工程所需材料、设
备进行公开招标。

一、工程概况及标段划分
共分两个标段：一标段：给水管材、管件采购（项目编号：

JLZZ-14-2601）。招标内容：管材、管件采购；二标段：给水设
备采购（项目编号：JLZZ-14-2602）。招标内容：机电设备、供
水设备、水处理设备及其附件采购。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1．一标段投标人必须是具有省级或省级以上质量及卫生

检测合格证书的生产居民饮用水塑胶类管材（PE100级）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的生产厂家；注册资金在5000万元或以上，提供具
有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产品卫生许可证。2. 二标段投标人为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生产厂家或经销商；注册资金不低于100万
元；近三年财务状况良好；具有类似工程的供货业绩。3.凡是在
2013年中标的供应商所供应的管材或设备经抽检不合格的企
业，不得投标。

三、报名投标须知
1.招标文件的发售：2014年8月18日至2014年8月22日

（节假日除外）9：00时至16：00时(北京时间,下同)吉林中筑工程
建设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地址：长春市硅谷大厦1118室），招标文
件售价壹仟元整，售后不退。2.持法人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
营业执照副本的原件及复印件购买。

四、公告发布媒介
本公告同时在《吉林日报》、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吉林省建设

信息网上同时发布。
五、投标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及地点
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和开标时间 2014年9月10日上午9:

00时，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将不予受理。开标地点为长春市华
苑宾馆三楼会议室，届时请各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
人持有效证件参加。招标人：长春市双阳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建设管理办公室，联系人：康路，电话：0431-84232699，招标代
理机构：吉林中筑工程建设招标代理有限公司，联系人：苏航、徐
静，电话：0431-85118118。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4年 8月21日上午10时，在松原市
宁江区沿江东路2019号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对以
下标的物进行公开拍卖（有意者请登录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网
址：http：//www.rmfysszc.gov.cn）

拍卖标的：被执行人尚起辉、刘淑珍、松原市富丰化工有限公
司所有的位于前郭县前郭工业园区的资产：（一）1、车间2472.75
平方米2、车间1805.26平方米3、门卫52.5平方米4、食堂宿舍
268.12平方米5、办公车库1106.84平方米6、综合办公室922.77
平方米7、车间624平方米（二）仓库2786.84平方米（三）仓库
1800.23平方米（四）1、烘干塔64.38平方米2、土地36766.8平方
米（五）1、井7眼2、厨房20.9平方米3、锅炉房11.32平方米4、车
间（接耳房）19.2平方米5、除尘室235.64平方米6、门厅62.9平方
米7、保卫室23.37平方米8、食堂35.88平方米（六）锅炉房208.86
平方米（七）资产：1、变压器一台2、围墙467.92平方米3、铁栅栏
88.40米4、地面硬化4302平方米5、地坪240平方米6、白钢伸缩
门一个,长20米高1.6米7、绿化带3000平方米8、厕所一座9、变
压器平台一座10、电缆500米11、线路507.92米12、变压器平台
一座。以上资产整体拍卖，拍卖参考价为人民币30，828，544.00
元

预展时间、地点：2014年8月6日至2014年8月20日；标的
物存放所在地（公休日除外）。

请有意竞买者于2014年8月20 日15点前执有效证件（公
司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明、法人委托书及个人身份证明、单位公
章、交纳完竞买保证金的凭证、委托方开具竞买保证金到帐收据
等相关文件）来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竞买保证金最迟于2014年
8月20日15点前到达委托方帐户，否则不能参加拍卖会）。竞买
成交后，须按委托方规定的7日内交清全部成交款，竞买保证金
转化为成交款。竞买保证金金额人民币617万元。

注：上述标的物的优先购买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拍卖
日前一日止，请通过本公司向法院主张优先购买权，逾期视为自
动放弃优先购买权利。

垂询电话：0438—2290180 18004387771
联系人：贾先生 刘先生
拍卖公司地址：松原市江南剑桥大厦1117室

松原市联诚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2014年8 月21日拍卖会）

招标公告（二次公告）
招标项目编号：JLTXY-[2014]-045、1．招标条件：白城

市洮北区平安镇中兴村平整土地及田间路修整项目已由吉林省
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以吉农发【2014】27号文件批准建设，项目
业主为白城市农业开发办公室，建设资金来自省级财政资金。项
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2、工程概
况与招标范围：本工程位于白城市洮北区。项目名称：白城市洮
北区平安镇中兴村平整土地及田间路修整项目招标编号：
JLTXY-[2014]-045；招标内容：建筑工程等。计划工期: 2014
年9月15日至2015年9月15日 3．投标人资格要求：3.1投标
人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
级及以上资质或市政公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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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建造
师及以上资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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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接受列入政府不良
行为记录期间的单位参加投标。3.4外省企业应在中标后七个工
作日内按吉建管[2014]6号文件办理备案。4．招标文件的获
取：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4年8月6日至2014年8月
12日（公休日除外），每日上午8 时30分至11时30分，下午13
时00分至16 时,到长春市贵阳街287号吉林省政务大厅6楼吉
林省同欣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窗口购买招标文件。购买招标文
件要凭本人身份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资质证书副本
原件、安全生产许可证原件及上述证件的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和企
业法定代表人签名真迹的授权委托书。4.2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1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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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1日上午9: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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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公共资源交易
信息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上发布。7．联系方式：招标人：白城
市农业开发办公室 地址：白城市民生西路26号 联系人：张凯
电话：0436-3320640 招标代理机构：吉林省同欣原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 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207号财富领域322B室 联系
人：魏航 电话：0431-81946677

招 标 公 告
1. 招标条件通化市保安河（无线电厂至团结桥段）堤防工程

已由吉林省水利厅以吉水技[2009]76号、[2014]20号文件批准兴
建，建设资金为省级资金。项目招标人为通化市东昌区保安河堤
防工程建设项目部，招标代理机构为吉林省中鑫工程建设招投标
有限责任公司，现己具备招标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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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通化市保安河（无线
电厂至团结桥段）堤防工程（四期）；2.2工程概况和招标内容: 新
建堤防长度1006米。2.3计划工期：2014年10月1日至2015年
6月20日；2.4工程质量要求：符合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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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的企
业法人单位，（3）近五年内完成过类似工程业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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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
jlsljsxx.com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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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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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18日至2014年8月22
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8：30时至下午16：
00时（北京时间，下同），到www.jlsljsxx.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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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20日下午13：00时，地点为
吉林省政务大厅六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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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吉林省建设信息网、《吉
林日报》、吉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www.jlsljsxx.com网站
上发布。7. 联系方式

招标人：通化市东昌区保安河堤防工程建设项目部
电话：13069197701 联系人：刘宇飞
招标代理机构：吉林省中鑫工程建设招投标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0431-89235507 联系人：金珊

一.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前郭县红光农村信用社办公楼、平
房维修及院内硬化工程已由前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批准建设，
项目业主为前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白依拉嘎信用社，建设资金
来自自筹，项目出资比例为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进
行公开招标。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2.1建设内容：维修办公
楼、平房；其中办公楼501.61平方米，平房157.43平方米；地面硬
化；2.2 招标范围：施工图内全部工程；2.3 工程建设地点为前郭
县红光农场；2.4计划开工日期为2014年9月，计划竣工日期为
2014年10月；2.5 工程质量要求符合合格标准。三.申请人资格
要求：3.1投标申请人须是具备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 房屋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含三级）及以上资质，且近三年具有类似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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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标单位拟派出的项目经理或注册建造师须是具备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建筑工程专业小型项目经理，或二级（含二级）
及以上建造师。3.3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3.4入吉企业
在我省承揽工程应在中标后七个工作日内办理备案。（详见吉建
管〔2007〕17号、吉建管[2011]32号、吉建管〔2014〕6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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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格预审方法：本次资格预审采用合格制。五.资格预审文件的获
取：5.1 请申请人于2014年8月6日至2014年8月12日(法定公
休日、法定节假日休息)，每日上午8时30分至11时，下午13时
30分至16时，在 前郭县乌兰大街1680号（体育场2#楼），报名
人必须是参加本项目的项目经理持项目经理注册证原件、身份证
原件（复印件加盖公章）及单位有效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
本、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复印件购买资
格预审文件。5.2 资格预审文件每套售价300元，售后不退。六.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递交：6.1 递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截止时间
(申请截止时间，下同)为2014年8月20日14时30分，地点为前
郭县建设工程交易中心（乌兰大街1680号）。6.2 逾期送达或者
未送达指定地点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6.3 有
效递交资格预审投标人不足法定个数时，招标人另行组织招标。
七.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次招标同时在吉林省建设项目招标网、
《吉林日报》上发布。八.联系方式： 招标人：前郭县农村信用
合 作 联 社 白 依 拉 嘎 信 用 社 联 系 人 ：杨 立 鹏 电 话 ：
0438-2179471 招标代理机构：前郭县建设工程招标造价咨询
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前郭县乌兰大街 1680 号 邮编：
138000 联系人：王颖新、吕佳 电话： 0438-2107242 传
真：0438-2107242 2014年8月6日

资 格 预 审 招 标 公 告
项目编号：XYSZB2014-003

一.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前郭县吉拉吐乡新建村部项目已由
前郭县发展和改革局以前发改审批字[2014]4号、前发改审批字
[2014]5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吉拉
吐乡人民政府，建设资金来自自筹，项目出资比例为100%。项目
已具备招标条件，现进行公开招标。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建设规模：村部2栋，每栋各为280.74平方米；建筑层数：一
层；结构类型：砖混；2.2 招标范围：施工图内全部工程；2.3 工程
建设地点为吉拉吐乡扎拉吐村七家子屯、吉拉吐乡扎布格村本
屯；2.4计划开工日期为2014年9月，计划竣工日期为2014年11
月；2.5 工程质量要求符合国家质量合格标准。三.申请人资格要
求：3.1 投标申请人须是具备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 房屋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含三级）及以上资质，且近三年具有类似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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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标单位拟派出的项目经理或注册建造师须是具备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建筑工程专业小型项目经理，或二级（含二级）
及以上建造师。3.3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3.4入吉企业
在我省承揽工程应在中标后七个工作日内办理备案。（详见吉建
管〔2007〕17号、吉建管[2011]32号、吉建管〔2014〕6号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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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预
审方法：本次资格预审采用合格制。五.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5.1 请申请人于2014年8月6日至2014年8月12日(法定公休
日、法定节假日休息)，每日上午8时30分至11时，下午13时30
分至16时，在 前郭县乌兰大街1680号（体育场2#楼），报名人必
须是参加本项目的项目经理持项目经理注册证原件、身份证原件
（复印件加盖公章）及单位有效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安
全生产许可证副本、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复印件购买资格预审
文件。5.2 资格预审文件每套售价300元，售后不退。六.资格预
审申请文件的递交：6.1 递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截止时间(申请截
止时间，下同)为2014年8月18日9时00分，地点为前郭县建设
工程交易中心（乌兰大街1680号）。6.2 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
定地点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6.3 有效递交资
格预审投标人不足法定个数时，招标人另行组织招标。七.发布公
告的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在吉林省建设信息网、吉林省建设项目
招标网、《吉林日报》上发布。八.联系方式：招标人：前郭尔罗斯
蒙古族自治县吉拉吐乡人民政府 联系人：李国军 电话：
0438-2340022 招标代理机构：前郭县建设工程招标造价咨询
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前郭县乌兰大街1680号 邮编：138000
联 系 人 ：王 颖 新 、吕 佳 电 话 ：0438-2107242 传 真 ：
0438-2107242 2014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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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毕中禹 伊少军）为
了给广大农民群众提供一个文
化艺术的展示平台，丰富老百姓
的业余文化生活，提升老百姓的
文化品位，近日，公主岭市响水
镇举办第三届农民文化艺术
节。这次活动响水镇政府邀请
到了在长春工作的响水籍企业
家一同参加。

随着一曲《好日子》拉开了
广大农民朋友自己的文化盛宴，
此次农民文化节汇演内容丰富，
有歌舞、戏曲、独唱、二人转、乐
器演奏、大秧歌及广场舞等。参
加表演的演员大多是当地的农
民朋友，部分镇机关干部也融入
其中，他们所表演的节目乡土气
息浓郁，充满活力，充分展示出
响水人崇尚文明、热爱艺术、热
爱生活、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
其中藏族舞蹈《卓玛》、《过河》，
歌曲《说中国》，京东大鼓《响水
抒情》，二人转《月牙五更》，民乐
合奏等农民朋友喜闻乐见的节
目，展现了农民丰富多彩的文化
生活，更是赢得了台下观众的掌
声和喝彩声。

常淑莲是快乐健身队的队
长，她带领队员们表演了开场舞
《好日子》和集体舞《山丹丹开花
红艳艳》，她说，成立快乐健身队
4年了，从最初的七八人发展到
现在的50多人，年龄最大的70
岁，大多数是中老年人参加活动，
农民生活好了，也追求精神生活，
大家在一起心情开朗，身体健康
了。这次农民文化节展示了农民
的风采，大家特别高兴。

响水镇文化站站长姚海军
说，借助农民文化节这个平台，
展现了农民的精神风貌的同
时，更激发了这些文艺爱好者
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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