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标邀请函
招标编号：JLMHK-2015G-NCB001(一标段)
JLMHK-2015G-NCB003(二标段)
JLMHK-2015G-NCB004(三标段)
JLMHK-2015G-NCB007(四标段)
1.中国政府已从亚洲开发银行获得一笔贷款，用于支付农业

综合开发项目的费用，并计划将其中的一部分贷款用于支付
JLMHK-2015G-NCB001、JLMHK-2015G-NCB003、JLM-
HK-2015G-NCB004、JLMHK-2015G-NCB007 合同项下的
合格支出。2.长春高建招标有限公司受梅河口市财政局农业综合
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委托现邀请合格的且有资格的投标人就下
列工程递交密封的投标文件：吉林省梅河口市利用亚洲开发银行
贷款农业综合开发项目2015年第一批工程一标：梅河口市兴华乡
桥4座、涵洞2座及水闸1座工程项目；吉林省梅河口市利用亚洲
开发银行贷款农业综合开发项目2015年第一批工程二标段：梅河
口市兴华乡渠道10.635公里工程项目；吉林省梅河口市利用亚洲
开发银行贷款农业综合开发项目2015年第一批工程三标：梅河口
市兴华乡电灌站4座工程项目；吉林省梅河口市利用亚洲开发银
行贷款农业综合开发项目2015年第一批工程四标：梅河口市兴华
乡水泥路4.6公里、砂石路6公里工程项目；上述工程的施工期为7
个月。3.本次招标为国内竞争性招标，凡符合亚洲开发银行采购
指南（2013年3月版，且即时更新）规定的合格投标人均可投标。
4.有兴趣的合格投标人可以从本投标邀请函列明的地址进一步了
解有关信息，并于2015年2月13日每天8：30~11：30，13：00~
16：00至2015年3月14日16：00止（节假日除外）查阅招标文
件。联系人：赵超；邮箱地址：447180041@qq.com；5.投标人的资
格要求：（1）具备独立法人资格；（2）一标段投标人须具有水利水电
工程叁级（含叁级）及以上资质；二标段投标人须具有水利水电工
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含叁级）以上资质；三标段投标人须具有水利
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含叁级）以上资质，四标段投标人须具
有公路工程或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含叁级）以上资质。
项目经理应具备相关专业二级及以上建造师执业资格，技术负责
人应具备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3）在过去3年里，至少参与了2个
类似合同的实施；（4）财务状况良好且有满足执行本合同的现金流
能力。（投标报名需提供上述要求的报名资料原件及复印件）；其余
详细的信息会在招标文件中提出。7.有兴趣的合格投标人可将购
买招标文件的申请递交到本投标邀请函列明的地址，并支付人民
币1000元的不可退还费用。付款方式为现金或向以下账户汇
款。银行名称：中国工商银行长春新区支行；银行地址：长春市硅
谷大街3355号；银行账户名称：长春高建招标有限公司；银行账
号：4200223109000018307；对于需要快递的招标文件，需要支付
的额外费用为人民币50元/每套。8.所有投标文件应于2015年3
月16日上午9：00之前递交到本投标邀请函列明的地址。迟交的
投标文件将被拒绝。开标将在本投标邀请函列明的地址公开进
行。投标人可派代表参加开标。开标时间为2015年3月16日上
午9：00。投标文件必须包括投标保证金。投标保证金的金额为
人民币4万元（一标段）、人民币11万元（二标段）、人民币4万元
（三标段）、人民币6万元（四标段）或可自由兑换的等值货币。9.上
述有关地址如下：买方名称：长春高建招标有限公司（授权采购代
理机构）代表梅河口市财政局农业综合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通讯
地址：中国吉林省长春市硅谷大街3355号；联系人：赵超；房间号：
510；邮箱地址：47180041@qq.com联系电话：0431-85832429
传真号码：0431-85832481地址一：招标文件查阅和购买地址：吉
林省政务大厅4楼长春高建招标有限公司窗口；联系人：赵超；邮
箱地址：47180041@qq.com；传真号码：0431-85832481。地址
二：投标文件递交和开标地址：吉林省政务大厅四楼开标室；地址
为长春市人民大街9999号（人民大街与蔚山路交会处）；联系人：
赵 超 ；邮 箱 地 址 ：47180041@qq.com；传 真 号 码 ：
0431-85832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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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四平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自开始征收至今，有部分房屋无人居

住，权属不清，我中心多方联系邻居、社区，无法确定产权人，房屋
以调查号码为房屋标号，房屋为：

26#地块（东起东风机械装备责任有限公司，西至一经街；南
起六纬路，北至南五纬路）

A-94：东临刘海龙，西临尹利贤，南临道，北临道；A-52、
A-53：东临孙岩，西临四马路；南临道，北临邸单；A-130：东临陈
俊俏，西临杜海丰；南临道，北临道；A-136：东临薄儒辉，西临王
金花；南临道，北临道；A-88、89：东临衣明伟，西临道；南临道，北
临道；A-141：东临岳强，西临刘东江；南临过道，北临过道；
A-266：东临四马路，西临收割机大墙；南临厕所，北临道；
A-150：东临四马路，西临黄海龙；南临道，北临道；B-155：东临
杜洪喜，西临王丽君；南临道，北临道；A-220：东临张树德，西临
李忠奎；南临道，北临道；A-116：东临杨效安，西临孟庆森；南临
道，北临道；A-108、109：东临郎占军，西临道；南临道，北临道；
A-190：东临张莉莉，西临汤成祥；南临道，北临道；A61-2：东临
孟庆达，西临张宏；南临道，北临道；B-228、B-229：东临铁路水
源地，西临一马路；南临乾图筛网批发，北临兴旺水电焊加工；
B-230：东临铁路水源地，西临一马路；南临鑫中捷彩钢；北临钢
管租赁建材批发；B-231：东临铁路水源地，西临一马路；南临兴
旺水电焊加工，北临修理自行车店；B-233：东临铁路水源地，西
临一马路；南临钢管租赁建材批发，北临宏大彩钢；B-234：东临
铁路水源地，西临一马路；南临修理自行车店，北临高凤山；
B-244：东临铁路水源地，西临一马路；南临福利彩票站，北临刘
维奇；B-54、55：东临道，西临姜红玉；南临旭丰，北临郭杰；
B-69：东临孟祥国，西临道；南临道，北临姚淑珍；B-129：东临刘
晓东，西临李风云；南临道，北临第二给水所；B-194、195、209：东
临郭世忠，西临朱清泽；南临道，北临道；F-1-13：东临张宝，西临
王俊富；南临道，北临道；F4-10：东临张为，西临何森；南临道，北
临道；F4-15：东临赵金梅，西临于永波；南临道，北临道；F4-8：东
临车恩明，西临张为；南临道，北临道；F3-25：东临尹东元，西临车
淑琴；南临道，北临道；B-239、B-240、B-241：东临铁路水源地，
西临道；南临高凤山，北临孙桂红；

土炕楼：3#楼1层10门；4#楼1层3门；4#楼3层2门；4#楼1
层5门。

18#地块（东起北一经街，西至平齐铁路；南起北河，北至复兴
路），

C-36：东临范井兰，西临道路，南临范井兰，北临道路；
C-41：东临张立佳，西临李和，南临道路，北临周红霞；C-48:北
临荣广军，南临道路，东临马忠生，西临肖凌；C-87-1：东临道
路，西临王宝祥，南临王宝祥，北临苏国臣；C-132：东临黄秀英，
西临道路，南临王连元，北临道路；C-141：东临大地，西临道路；
南临大地，北临任静；C-151-1：东临道路，西临崔洪禄；南临道
路，北临冯万云。

X-30#地块（平东南路以南，四梅铁路线以北；平东大街以
东，平东中路以东）

1#楼：一单元1楼楼道西侧3门；2楼楼道西侧1门、2门；3
楼楼道西侧3门。二单元1楼东侧2门；2楼楼道东侧2门；3楼楼

道西侧3门、4门。2#楼：二单元2层中门；三单元2层左门、中门、
右门；五单元3层左门。3#楼：三单元4层东3门，东4门；四单元
3层左门，中门；五单元4层左门。4#楼：一单元1层左门、右门；三
单元2层左门、右门；4层中门；五单元3层左门；4层右门。5#楼：
一单元2层右门；3层中门；二单元1层左门、中门、右门；2层中门；
三单元3层左门、中门；1层中门；4层右门；四单元2层左门、中
门；五单元2层中门；3层左门。6#楼：一单元3层中门、左门；二单
元2层右门。7#楼：（小二楼）西12号。8#楼：一单元1层中门；二
单元3层中门；三单元1层中门4层左门。9#楼：一单元3层东门；
4层东2门、东3门；二单元2层东4门；4层东2门、东3门；三单元
1层东2门；2层东4门；4层东1门、东4门。10#楼：一单元2层东
2门、东4门；3层东3门；二单元3层东3门；4层东1门；三单元4
层东2门、东3门。11#楼：一单元1层东2门、东3门；二单元1层
东2门；4层东1门；三单元1层东1门、东2门；2层东3门。12#
楼：一单元2层东1门、东3门；二单元2层东1门；三单元2层东4
门；3层东4门。13#楼：一单元4层东3门；三单元1层东2门、2
层东2门、3层东2门。14#楼：一单元2层左门；三层中门；二单元
5层右门；三单元3层左门、4层左门 、中门；6层左门；四单元1层
左门、右门；3层左门、右门；4层左门。15#楼 ：三单元4层右门；
四单元1层中门；

平房：
A-7、A-15、A-16、A-17、A-18：南临四梅铁路线，北临压

铸厂小二楼、收割机楼、房产楼；东临威力圆河力铁路道口，西临
平东医院东墙；A-48、A-49、A-50、A-59、A-62、A-64、
A-66、A-67：南临四梅铁路线，北临仪表厂家属楼、收割机家属
楼；东临威力圆河力铁道口，西临平东医院东墙；A-84、A-86：南
临四梅铁路线，北临平南医院；西临平东大路南侧铁路桥，东临威
力圆河力道口；A-87、A-88、A-89、A-90、A-92、A-95、
A-100、A-101：南临四梅铁路线，北临平南医院南墙；西临平东
大路南侧铁路桥，东临河力村铁道口。

X-36地块（平东南路以南，四梅铁路线以北；北至六孔桥路，
平东中路以东，烟厂路以西）

44#楼：二单元4楼右门；46#楼：一单元4楼中门、右门；二
单元3楼左门；48#楼：五单元2楼中门；

平房：
A-34：东临刘辉，南临铁路；西临李鑫，北临于景阳；

A-134：东临公厕，南临A-144；西临刘永君，北临曹印。
B-14#、B-15#地块（北起紫气南街，南至烟厂路，东起四平

大街，西至东来西街）
2#、3#：东临杨忠，西临道路，南临董秀芹，北临三建材料处；

7#：东临孙延和，西临张铁江，南临道路，北临杨忠；11#：东临孙宝
国，西临道路，南临程装电力公司，北临道路；14#鑫淼雕艺：东临
程装电力公司，西临小胖食杂店，南临烟厂路，北临孙宝国。

请上诉各地块房屋产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7日内与我征
收工作人员联系，协商补偿事宜，逾期我们将按房屋产权人不明
确，依据相关规定处理。

联系单位：四平市铁东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
联系电话：0434-6075517、6075518

四平市铁东区人民政府
2015年2月6日

太平洋保险推出行业首款无人飞机专用保险
日前,太平洋保险推出一款农用无人飞机保险产品，这是行

业首款无人驾驶飞机专用保险产品。
这款专用保险产品提供机身损失保险和第三者责任保险两

种保障，基本涵盖无人机作业中的主要风险。太平洋保险广泛参
考各方资料，通过参加农用无人机推广现场会等活动深入接触客
户、政府、渠道、农户，对农用无人机保险产品的市场潜力和风险
状况作专业调研，满足了客户的特定需求。

无人驾驶飞机的用途非常广泛，在农业领域正越来越多地应
用于植保作业、农业监测、辅助授粉等环节。农用无人机也是农
险新技术应用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为生产企业和客户提供专用
保险产品，加深相关领域合作，有助于共同培育保险市场，扩宽农
业保险服务领域。 （景婷）

艺术品承保：太平洋保险又有新尝试
独家承保“宋代建窑建盏特展”

本报讯（景婷 记者李忠伟）近日，太平洋保险在上海独家承
保“宋代建窑建盏特展”艺术品财产保险，这是该公司在新兴的艺
术品保险领域做出的又一次成功探索。

此次承接的具体保险业务的总保额为1000万元的艺术品保险。
太平洋保险在艺术品保险领域已有多次成功尝试。早在

2010年4、5月间，上海美术馆举办陈逸飞画展，展出作品60余
幅，太平洋保险为这批作品提供了总保额6亿多元的保险。此
后，参照“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展品和艺术品保险条款”，结合
世博会安保的特点，太平洋保险再为世博会提供相关保险保障。

艺术品保险是在传统的财产保险和货运保险的基础上发展
而来的，主要承保火灾以及其它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艺术
品直接损失。

磐石市2014年省级农田水利建设资金项目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GCZB-B20150213

1. 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磐石市2014年省级农田水利建设
资金项目已由磐石市水利局以磐水规技[2014]147号文件批准建
设，建设资金为省级专项资金。招标人为磐石市农田水利工程建
设管理办公室,招标代理机构为吉林省公诚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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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本招标项目位吉林省于磐石市境内。
2.2招标内容：建筑工程、临时工程等。2.3计划工期：2015年4月
10日至2015年9月30日(总工期174日历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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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级以上（含叁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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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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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2月26日至2015年3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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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文件成本费均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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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15年3月25日下午2:00时，地
点为吉林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一楼开标室（地址：吉林市青年路
30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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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水利厅网站、《吉林日报》上
发布。7.联系方式：招 标 人：磐石市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办
公室 地址：磐石市福安路1255号 联系人：陈振铎 电话：
13844264655 招标代理机构：吉林省公诚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地址：吉林市丰满区松江南路苏宁天润城门市55-46号 联
系人：侯天惠 电话：15804326737 2015年2月13日

一.招标条件：本项目由吉林省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批准[吉
财采计X[20140423]-3251号]招标人为吉林警察学院通过资格
后审的方式进行公开招标。二.项目名称：吉林警察学院公共安
全数字防范模拟系统工程[项目编号JRC2014T301(T03)]。招
标内容和工期详见网站。三. 投标人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采购法》第22条规定的条件，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建
筑智能化工程设计与施工一体化二级及以上资质或建筑智能化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且具有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专项
乙级及以上资质，同时还应具有涉及国家秘密的计算机信息系
统集成甲级资质或吉林省保密局颁发的涉及国家秘密的计算机
信息系统集成三级及以上资质的法人或其他组织。近3年至少
有1项以上类似规模工程业绩，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
相应的施工能力。项目经理应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二
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证书，具有项目经理安全考核证书。
四.招标文件发放时间：请于2015年2月13日至2015年2月25
日报名，报名时须持营业执照、税登记证本、资质证书、安全生产
许可证等副本、开户许可证书、建造师资格证书、项目经理安全
考核证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被授权人身份证以上证件的
原件及复印件（需加盖公章）到吉林省政务大厅窗口报名（长春
市人民大街9999号）。招标文件售价2000元过期不售售后不
退。五.发布公告的媒介在中国政府采购网、吉林省建设项目招
标网、吉林省建设信息网、《吉林日报》上发布。六.联系方式：招
标人：吉林警察学院，联系人：许新 联系电话：0431-81108195
招标代理机构：吉林瑞成工程招标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
曲新 联系电话：0431-85199868。

招 标 公 告 招标编号：FGJL-DLF2015003
洮南市洮儿河治理工程（一期）已由吉林省水利厅以吉水技

[2014]476号文件批准建设，招标人为洮南市洮儿河治理工程建
设管理处，招标代理机构为北京泛华国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建设资金为中央基建投资及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已具备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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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位于洮儿河右岸。招标内容：主要对洮南市洮儿河
治理工程（一期）施工监理进行招标。监理服务期：2015年4月
15日至2015年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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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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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文件在吉林省人民政府政务大厅四楼开标室（地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9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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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2日至2015年3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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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3月24日上午10：00时在吉林省人民政府政务大厅四楼开标室
（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9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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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洮南市洮儿河治理工程建设
管理处，联系人：陈国海，联系电话：15948916685。招标代理机
构：北京泛华国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联系人：王芳，联系电话：
0431-89859616。

招 标 公 告

舒兰市群岭、景仁、朝阳沟等三座小二型水库
除险加固工程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ZZZB—SL150213

1. 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舒兰市群岭、景仁、朝阳沟等三座小
二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已由吉林省水利厅以吉水技[2014]1336
号、[2014]1079号、[2014]1077号文件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中
央专项资金、地方政府债券补助资金，项目法人及招标人为舒兰市
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建设管理处，招标代理机构为吉林省中正
招标代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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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招标项目位于吉林省舒兰
市群岭、景仁、朝阳沟水库（具体地点详见招标文件）。本工程为一
个标段。招标内容：三座小二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施工，具体内容
包括：建筑工程、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施工临时工程。计划
工期：2015年4月8日至2015年11月30日(总工期237天)。3.
投标人资格要求：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
（1）投标人必须是具有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含叁级）及
以上资质的企业法人单位且在吉林省水利厅备案；（2）项目经理必
须具有水利水电工程专业贰级以上（含贰级）注册建造师资格和水
利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或具有《吉林省小
型水利工程施工负责人考核合格证书》和《吉林省小型水利工程施
工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技术负责人必须具有水利水电
工程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项目经理及技术负责人必须经省水利
厅网上备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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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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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2月26日至2015年3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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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截止时
间，下同）为2015年3月26日上午9:00时，地点为吉林市建设工
程交易中心开标室（地址：吉林市青年路30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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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兰市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建设管理处；地址：舒兰市
民 西 街 600 号 ；邮 编 ：132600；联 系 人 ：于 喜 三 ；电 话 ：
0432-68254704；招标代理机构：吉林省中正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吉林市解放中路119-15号（银龙大厦西侧）四楼；邮编：
132011；联系人：刘恒；电话：0432-64656779；2015年2月13日

招标公告
招标项目编号：2015HYZX0210
1．招标条件：2013年吉林省农业综合开发（省级农发资金）

土地治理项目和2014年吉林省第二批中央财政农业综合开发资
金土地治理项目已由吉林省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以吉农发
【2014】27号、98号文件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柳河县农业综合开
发办公室，建设资金来自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配套资金、自筹
资金。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施工、监理进行公开招
标。2、工程概况与招标范围。本次招标共分五个标段。项目名
称：柳河县农业综合开发2013年安口镇水毁工程修复项目；招标
编号：2015HYZX0210-1；招标内容：桥涵工程及渠系工程等；计
划工期: 2015年4月10日至2015年11月10日。项目名称：柳
河县农业综合开发2014年向阳镇高标准农田建设（增量）项目；
招标编号：2015HYZX0210-2；招标内容：塘坝维修、拦河闸工
程、桥涵工程等；计划工期: 2015年4月10日至2015年11月10
日。项目名称：柳河县农业综合开发2014年安口镇高标准农田
建设（增量）项目（第一标段）；招标编号：2015HYZX0210-3；招
标内容：塘坝维修、拦河闸工程、桥涵工程等；计划工期: 2015年
4月10日至2015年11月10日。项目名称：柳河县农业综合开
发2014年安口镇高标准农田建设（增量）项目（第二标段）；招标
编号：2015HYZX0210-4；招标内容：塘坝维修、拦河闸工程、桥
涵工程等；计划工期: 2015年4月10日至2015年11月10日。
项目名称：柳河县2013年吉林省农业综合开发水毁工程修复项
目及2014年高标准农田建设（增量）项目施工监理；招标编号：
2015HYZX0210-5；招标内容：对柳河县2013年吉林省农业综
合开发水毁工程修复项目及2014年高标准农田建设（增量）项目
进行施工监理；建设地点：安口镇、向阳镇；监理服务期：2015年
4月 1日至2015年 12月 30日（至工程竣工验收、保修期结束
止）。3．投标人资格要求。3.1施工标段投标人须具有水利水电
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以上（含叁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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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无在建工程，技术负责人必须具有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中
级及以上职称，并且无在建工程；近三年有类似工程业绩，并在人
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3.2监理标段投标人
必须具有水利水电工程监理乙级及以上资质的独立法人单位；近
五年内承担过类似工程施工监理。3.3本项目资格审查方式为资
格后审。3.4本次招标项目不允许联合体进行投标。3.5不接受
列入政府不良行为记录期间的单位参加投标。3.6外省施工企业
中标后应在七个工作日内办理备案。（详见吉建管〔200 7〕17号、
吉建管[2011]32号、吉建管〔2014〕6号文件）。4．招标文件的获
取。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5年2月13日至2015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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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分至16 时,到吉林省人民政府政务大厅4楼（长春市人
民大街9999号—人民大街与蔚山路交汇处）吉林省恒一项目管
理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窗口购买招标文件。购买施工标段招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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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盖公章）和企
业法定代表人签名真迹的授权委托书。购买监理标段招标文件
要凭本人身份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原件及
上述证件的复印件（加盖公章）和企业法人签名真迹的授权委托
书购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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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3月13日上午 10:00时整，地点为吉林省政务大厅4楼
开标室（长春市人民大街9999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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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有效投标人不足三家
时，招标人另行组织招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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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河县
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地址：吉林省柳河县，联系人：王旭，电话：
0435-7225066。招标代理机构：吉林省恒一项目管理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地址：长春市普阳街1266号新碧丽湖酒店15楼，联系
人 ： 张 女 士 、 马 书 洋 ， 电 话 ： 13174435720、
0431-85670001-8043。

投标邀请函
招标编号：JLTB-2014G-NCB001(一标段)

JLTB-2015G-NCB001(二标段)
1.中国政府已从亚洲开发银行获得一笔贷款，用于支付农业

综合开发项目的费用，并计划将其中的一部分贷款用于支付
JLTB-2014G-NCB001、JLTB-2015G-NCB001合同项下的合
格支出。2.长春高建招标有限公司受白城市洮北区财政局农业综
合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委托现邀请合格的且有资格的投标人就
下列工程递交密封的投标文件：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利用亚洲开
发银行货款实施农业综合开发项目2015年第一批工程一标段：洮
北区硬化路面工程。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利用亚洲开发银行货款
实施农业综合开发项目2015年第一批工程二标段：洮北区渠道衬
砌工程。工程的施工期为12个月。3.本次招标为国内竞争性招
标，凡符合亚洲开发银行采购指南（2013年3月版，且即时更新）规
定的合格投标人均可投标。4.有兴趣的合格投标人可以从本投标
邀请函列明的地址进一步了解有关信息，并于2015年2月13日每
天8：30~11：30，13：00~16：00至2015年3月14日16：00止（节
假日除外）查阅招标文件。联系人：赵超；邮箱地址：
447180041@qq.com；5.投标人的资格要求：（1）具备独立法人资
格；（2）一标段投标人须具有公路工程或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
叁级（含叁级）以上资质，二标段投标人须具有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总承包叁级（含叁级）以上资质，并且有专业凿井资质；项目经理应
具备相关专业二级及以上建造师执业资格，技术负责人应具备中
级及以上技术职称；（3）在过去3年里，至少参与了2个类似合同的
实施；（4）财务状况良好且有满足执行本合同的现金流能力及资金
垫付能力。（投标报名需提供上述要求的报名资料原件及复印
件）。6.其余详细信息会在招标文件中提出。7.有兴趣的合格投标
人可将购买招标文件的申请递交到本投标邀请函列明的地址，并
支付人民币1000元的不可退还费用。付款方式为现金或向以下
账户汇款。 银行名称：中国工商银行长春新区支行；银行地址：长
春市硅谷大街3355号；银行账户名称：长春高建招标有限公司；银
行账号：4200223109000018307对于需要快递的招标文件，需要
支付的额外费用为人民币50元/每套。8.所有投标文件应于2015
年3月17日上午9：00之前递交到本投标邀请函列明的地址。迟
交的投标文件将被拒绝。开标将在本投标邀请函列明的地址公开
进行。投标人可派代表参加开标。开标时间为2015年3月17日
上午9：00。投标文件必须包括投标保证金。投标保证金的金额
为人民币8万元（一标段）、人民币14万元（二标段）或可自由兑换
的等值货币。9.上述有关地址如下：买方名称：长春高建招标有限
公司（授权采购代理机构）代表白城市洮北区财政局农业综合开发
领导小组办公室；通讯地址：中国吉林省长春市硅谷大街3355号；
联系人：赵超；房间号：510；邮箱地址：47180041@qq.com联系电
话：0431-85832429传真号码：0431-85832481地址一：招标文
件查阅和购买地址：吉林省政务大厅4楼长春高建招标有限公司
窗口；联系人：赵超；邮箱地址：47180041@qq.com；传真号码：
0431-85832481。地址二：投标文件递交和开标地址：吉林省政
务大厅四楼开标室；地址为长春市人民大街9999号（人民大街与
蔚山路交会处）；联系人：赵超；邮箱地址：47180041@qq.com；传
真号码：0431-85832481。

四平至齐齐哈尔铁路郑家屯至榆树屯站电气化改造工程（吉林省段）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受沈阳铁路局电气化改造工程建设指挥部委托，沈阳沈铁环

宇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为提高该工
程环境影响评价的科学性和针对性，现向社会公众公示，征求意
见和建议。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工程概要
名称：四平至齐齐哈尔铁路郑家屯至榆树屯站电气化改造工

程（吉林省段）
工程概要：平齐线郑家屯站（不含）至太平川站（含）至吉林省

与黑龙江省省界，不含内蒙古自治区内段落实施电气化改造，线
路长度325.015km。并结合电化改造实施平交道口改立交等工
程，开通、黑水、洮南三个车站到发线有效长延长至1050米。投
资估算为385056万元，工期为2015年7月至2017年6月。

二、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
沈阳铁路局电气化改造工程建设指挥部 韩建国：

024-62025385
三、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及联系方式
沈阳沈铁环宇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魏骥：024－62723559
四、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以及预防和减轻不良环境影

响的对策和措施
施工期：产生扬尘、噪声、固废等环境污染。采取措施：施工

场地洒水抑尘，有效控制扬尘；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及施工布局，减
轻噪声影响。营运期对线路周围敏感点采取绿化等措施，减少交
通噪声影响。运营期：产生生态、噪声、振动、废水、电磁辐射等环
境污染。采取措施：生态影响主要对土地资源保护，生物量减缓，
农作物、植被影响，取弃土场恢复，绿化等方面采取相应措施；噪
声和振动影响通过采取声屏障、隔声窗等措施来减少污染；废水
全部妥善处理，不对外排放；电磁辐射主要对受影响的电视接收
情况进行补偿，对牵引变电所采取必要的屏蔽措施；固废采取垃
圾集中处置，定时清运统一处理。本工程产生污染物经过采取相
应的环保措施后，均能满足相应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1、对环境质量现状的认识，最关心项目建设地点的环境污染

问题；2、项目建设对周围环境影响的意见，对本项目最关心的污
染问题是什么；3、公众对项目建设的态度，项目对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的作用如何；4、公众对项目环境保护的建议，对评价单位有
何要求。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个人或单位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其它方式向

建设单位和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提交书面意见，请公众在发
表意见的同时尽量提供详尽的联系方式。

1、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洮南市洮儿河治理工程（一期）已
由吉林省水利厅以吉水技[2014]476号文件批准建设。招标人
为洮南市洮儿河治理工程建设管理处，招标代理机构为北京泛
华国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为中央基建投资及中央预
算内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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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位于洮儿河右岸。本次招
标共分三个标段：第一标段：洮南市洮儿河治理工程（一期）（0+
200-5+050），招标编号：FGJL-DLG2015005-1；第二标段：洮
南市洮儿河治理工程（一期）（5+050-9+100），招标编号：
FGJL-DLG2015005-2；第三标段：洮南市洮儿河治理工程（一
期）（0 + 000-1 + 950、9 + 100-11 + 700），招 标 编 号 ：
FGJL-DLG2015005-3。一、二、三标段招标内容：建筑工程、临
时工程、环境保护工程、水土保持工程等。计划工期:2015年4
月15日至2015年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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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近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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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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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9日至2015
年3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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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jlssljsxx.
com网上项目信息公开专栏自行下载。4.2招标文件成本费为
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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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31日上午10：00，地点为吉林省人民政府政务
大厅四楼开标室（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9999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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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www.jlssljsxx.com、《吉林日报》、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吉林省公
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吉林省建设信息网上发布。招标人：洮南市
洮儿河治理工程建设管理处，联系人：陈国海，联系电话：
15948916685。招标代理机构：北京泛华国金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联系人：王芳，联系电话：0431-89859616。

招 标 公 告

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JLTXY-[2015]-043

1、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敦化市2015年春季应急抗旱工程
已由敦化市水利局以敦水字[2014]157号文件批准建设，建设资
金为中央特大抗旱补助费。招标人为敦化市水利应急工程建设
管理办公室，招标代理机构为吉林省同欣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施工进行公开招标。2、工程概
况与招标内容。本工程位于吉林省敦化市境内。工程名称：敦化
市2015年春季应急抗旱工程，招标内容：建筑工程、临时工程
等。计划工期: 2015年4月1日至2015年5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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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级以上（含叁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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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在近五年内完成过类似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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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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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26日至2015年3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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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ww.jlssljsxx.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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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
截止时间，下同）为2015年3月23日上午9：00时，地点为延边州
政务大厅开标室。6. 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
www.jlssljsxx.com、吉林省建设信息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
《吉林日报》上发布。招标人：敦化市水利应急工程建设管理办公
室，联系人：胥德胜，联系电话：0433-6222873。招标代理机构：
吉林省同欣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联系人：蔡立红，联系电话：
18626627185 0431-81331333。

梨树县郭家店镇第一初级中学食堂、宿舍楼建设项目招标公告(资格后审)
招标项目编号：20150208-GC01-G；本招标项目为梨树县

郭家店镇第一初级中学食堂、宿舍楼建设项目。已由梨发改综
合 [2014]24号文件批准建设。招标人（项目业主）为梨树县郭家
店镇第一初级中学，建设资金来自中央专项补助资金及地方配套
资金。总建筑面积4005.84平方米，新建锅炉房300平方米；新
建消防水池300平方米、化粪池60立方米。 计划工期2015年
04月15日至2015年11月30日。计划投资585.4889万元。质
量标准合格。投标申请人须是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房
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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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
及以上资格。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投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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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招标投标活动中
的每个环节，被授权人必须出示身份证原件，且整个招标投标过
程不得更换被授权人。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5年02月13
日至2015年02月25日每日8时30分至16时00分在长春高建
招标有限公司报名、购买招标文件。详细内容见吉林省建设信息
网、吉林省建设项目招标网。招标人：梨树县郭家店镇第一初级
中学；联系人：陈生；电话 15944440971 招标代理机构：长春高
建招标有限公司；联系人：姚萍；电话：0431-85832429

舒兰市德源六社、石顶子、热闹沟等三座小二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招标公告（资格后审）招标编号：GXZB-SL-SG20150213
1. 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舒兰市德源六社、石顶子、热闹沟等

三座小二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已由吉林省水利厅以吉水技
【2014】1740号、吉水技【2014】825号、吉水技【2014】1078号批
准建设，建设资金为省级财政补助资金，项目法人及招标人为舒
兰市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建设管理处，招标代理机构为吉林国
信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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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招标项目位于吉林
省舒兰市境内（具体地点详见招标文件）。本工程为一个标段招
标内容：三座小二型水库的施工，具体内容包括：建筑工程、金属
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临时工程。计划工期：2015年4月7日至
2015年11月30日(总工期238天)。3. 投标人资格要求3.1 本次
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1）投标人必须是具有水
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的企业法人单位（其中叁
级资质企业必须在吉林省水利厅备案）；（2）项目经理必须具有水
利水电工程专业贰级以上（含贰级）注册建造师资格和水利行业
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或具有《吉林省小型水
利工程施工负责人考核合格证书》和《吉林省小型水利工程施工
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必须经省水利厅网上备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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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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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2月26日至2015年3月3日（法定假日、公休日除外），每日上
午9:00时至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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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15年3月25日上午9:00时，地点为吉林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
开标室（地址：吉林市青年路30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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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采购与招标
网》、《吉林省水利厅网站》、《吉林省建设信息网》、《吉林日报》上
发布。8. 联系方式招标人：舒兰市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建设
管理处地址：舒兰市民西街600号邮编：132600联系人：于喜三
电话：0432-68254704招标代理机构：吉林国信项目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地址：吉林市长江街44-8号邮编：132013 联系人：柳丽
明电话：0432-66592588 2015年2月13日

集体土地证书遗失公告
现柳河县柳河镇钓鱼台村村民张德海，房

屋坐落于柳河镇钓鱼台村，档案号为第
02-10-82号，使用权面积270平方米，建筑面
积为61.2平方米，用途为住宅的集体土地使用
证因个人保管不善丢失，现声明作废。与此相
关的权利人对此公告有异议者，请在公告15日
内向柳河县国土资源局提出申请，逾期不提出
申请，我局将根据土地管理法的相关法律法规
对该宗地的土使用权予以更正登记。联系电
话：0435-7213295

柳河县国土资源局
2015年2月9日

集体土地证书遗失公告
现柳河县享通镇享通村村民张希林，房屋

坐落于享通镇享通村，土地证号为第
2013052406191号，使用权面积为62.02平
方米，建筑面积为106.32平方米，用途为住宅
的集体土地使用证因个人保管不善丢失，现声
明作废。与此相关的权利人对此公告有异议
者，请在公告15日内向柳河县国土资源局提出
申请，逾期不提出申请，我局将根据土地管理法
的相关法律法规对该宗地的土使用权予以更正
登记。联系电话：0435-7213295

柳河县国土资源局
2015年2月12日

遗失声明
李凤梅将坐落在吉林市龙潭区新山街冶

金小区4号楼2-1-4号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
证 丢 失 ，证 号 为 吉 市 国 用 2009 第
220203002509号，特此声明。

2015年2月12日
公 告

李凤梅将坐落在吉林市龙潭区新山街

冶金小区4号楼2-1-4号房屋的国有土地
使用证丢失，证号为吉市国用 2009 第
220203002509号，权利人已经声明，现对
该证公告作废，见报30日后无人提出异
议，我局将给予办理相关土地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吉林市国土资源局龙潭分局

2015年2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