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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第24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将于9月16日在
北国江城吉林市开幕。近日，电影节组委会揭晓了
本届电影节主题语、吉祥物、LOGO（标识），标志着
本届电影节筹备工作正式进入倒计时。

体现电影与江城特色
第24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从2014年12月

11日起面向海内外公开征集本届电影节主题语、吉
祥物、LOGO（标识）。截至2015年1月11日，共征
集到作品11051件，其中主题语10587条、吉祥物
118幅、LOGO（标识）346幅。中国电影家协会、吉
林市委宣传部、吉林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大众评委
和专家评委组成的评审团用了近3个月时间，经过
筛选、初评、复评、终评等环节，最终选出的一等奖

作品均兼具电影语汇和江城特色，并具有鲜明的时
代特点。

河南省洛阳市郑宗良投稿的“金鸡唱百花
开，江城吉林嗨起来”获得主题语一等奖。评审
团表示，该作品主题鲜明、内涵丰富、动感十足、
朗朗上口，具有时代特色，并充分体现了吉林市
开放包容、自觉自信的文化气象。吉祥物一等
奖获得者是云南省瑞丽市范春宏投稿的“吉祥
儿”，该作品以吉林市市花玫瑰、电影胶片和雪
花为主要元素，还将蓝色的松花江水与白色的
浪花巧妙结合，卡通形象活泼可爱，具有商业开
发价值。LOGO（标识）一等奖由浙江省杭州市
的设计师刘东波获得，作品由雪花、电影胶片、
数字“24”等元素组成了色彩华丽的金鸡，热烈

喜庆、充满生机，寓意着本届电影节的成功举办
和吉林市的欣欣向荣。

灵感来自吉林市美景
本次主题语、吉祥物、LOGO（标识）一等奖获

得者的设计灵感都来自江城吉林的美景。主题语
一等奖获得者郑宗良说：“我非常热爱中国电影，对
江城吉林市也向往已久，我设计的主题语也寄托了
我自己的希望。”吉祥物一等奖获得者范春宏说：

“我的设计灵感来自于对吉林市的热爱，提到吉林
市我就会想到艳丽的玫瑰、蓝色的松花江和美丽的
雾凇，我把这些元素都融入到我的设计中，最终有
了这个可爱的‘吉祥儿’。”LOGO（标识）的一等奖
获得者刘东波则表示：“美丽的江城给了我无限的

设计灵感，我在设计LOGO的时候希望让全国人民
从中看到吉林市的魅力。”

电影节筹备工作进入倒计时
第24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将于2015年9月

16日至19日在吉林市举行。目前，本届电影节的
筹备工作已正式进入倒计时，各种准备工作全面、
有序展开。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
李景富对组委会目前的工作进展感到满意，他说：

“中国电影家协会将与吉林市携手，为全国人民奉
献最好的电影盛宴。”第24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
执委会副秘书长曲永春表示：“金秋9月，希望社会
各界的朋友们都能到吉林市走一走、看一看，共度
电影佳节，共享文化魅力。”

电影情怀 江城特色
——第24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主题语、吉祥物、LOGO（标识）面世记

本报记者 龚保华

3月12日，韩国演员宋慧乔（右）、导演李在容出席新闻发布会。当日，由李在容执导、宋慧乔、姜栋元主演的韩国
“感动系”电影《扑通扑通我的人生》在北京举行首映礼。该片讲述了一对17岁就怀孕生子的年轻父母和16岁年纪就
拥有80岁外貌的衰老孩子的感人故事。影片将于3月13日在全国公映。 新华社记者 高静 摄

吉林社科讲坛将讲解深化改革
本报讯（记者孟凌云）本周日（3月15日）下午1

时30分，2015年度吉林社科讲坛将在省图书馆开
讲，讲解关于深化改革的问题。

省图书馆将邀请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省社会
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刘亚政做客讲坛，为读者带
来《关于深化改革的几个重大问题》的讲座。刘亚
政将围绕中国改革的历程，当前深化改革的形势，
以及深化改革应着力解决的几个问题等进行深入
分析和讲解。

钟宜霖《唐人街：在伦敦的中国人》出版
本报讯（木子）钟宜霖长篇小说《唐人街：在

伦敦的中国人》，日前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
版发行。

小说《唐人街》写的是一群在伦敦社会边缘生活
的中国人的故事。偷渡客、中餐馆厨师、送餐工、难
民夫妇、菜市场小贩、辍学的餐馆服务生、不学无术
的高干子弟、超市搬运工、蛇头、江湖黑帮……他们
没有身份，没有护照，没有工作，甚至连最起码的英
语都不会说。他们都是“黑”下来的人，用官方话语
来说，就是非法居留者或非法移民，只是巨幅历史长
卷中的芥豆与微尘。

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
本报讯（木子）据国外媒体报道，2014年全球电

影总票房为364亿美元，同比增长仅为1%，中国电
影总票房则达到了48亿美元，同比增长34%，成为
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是全球电影总票房保持持续
增长的最大功臣。

全球票房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是北美电影市场
低迷，去年北美电影总票房为104亿美元，同比下滑
了5%。

张艺谋新片《长城》演员阵容强大
本报讯（大蒙）传奇影业3月12日公布了张艺

谋执导的新片《长城》的主要演员阵容，好莱坞影星
马特·达蒙、威廉·达福、佩德罗·帕斯卡将与中国演
员刘德华、张涵予、鹿晗等一道出演影片。

张艺谋这次执导的《长城》讲述了一支精英部队
为保卫人类，在举世闻名的长城上展开生死决战的
故事。该片的演员阵容堪称强大豪华。马特·达蒙
不久前刚刚出演了影片《盟军夺宝队》，并因在《谍影
重重》系列影片中出演伯恩一角为观众所熟知，曾凭
借影片《心灵捕手》斩获奥斯卡小金人。

全国足球联赛长春赛区准备就绪
本报3月12日讯（记者董博）2015年全国足球

联赛长春市赛区组委会工作会议今天在长春召开。
会议对组委会工作及各部门责任进行分工落实，并
听取了长春亚泰俱乐部、长春大众卓越女足俱乐部、
长春地铁公司俱乐部有关参赛情况的汇报。目前长
春赛区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

据了解，2015全国足球赛季，长春市将先后承
办7项全国足球比赛，其中三项国内顶级赛事：中超
联赛、女超联赛、足协杯；两项梯队比赛：中超预备队
联赛、中超精英梯队联赛；两项青少年比赛：全国青
少年U16比赛、全国青少年U14比赛。

女子高尔夫球世锦赛在海口开杆
本报3月12日讯（记者张政）2015世界女子高

尔夫球锦标赛首轮比赛今天在海口观澜湖黑石球场
拉开战幕。本次比赛是本年度世界女子高尔夫球坛
最高水准的比赛，吸引了朴仁妃、苏珊·佩特森、柳萧
然等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顶级球手参赛，
我国共有15名选手参加，几乎囊括了国内最高水平
和最具潜力的女子高坛选手。

张琳芃芃有望加盟国际米兰
本报讯（文力）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甲豪门国

际米兰有意在夏季转会期引进广州恒大后卫张琳
芃，以取代日本国脚长友佑都。双方在今年1月底
就已经有过接触，在得到国际米兰主席托希尔和主
教练曼奇尼首肯的情况下，双方最近又有了进一步
的接触。

除了个人能力以外，意大利媒体普遍认为国
际米兰有意引进张琳芃与该俱乐部在亚洲的市
场营销有关。相对日本市场，中国市场更加有利
可图。

新华社辽宁本溪3月12日体育专电
（记者林德韧 李铮）中国篮协12日在官
方网站上发表声明，对CBA总决赛首场
比赛辽宁队主场主持人违规现象进行了
处罚，本溪赛区被责令更换主持人，辽篮
俱乐部也遭罚款。

篮协声明中称：“2015 年 3 月 10
日，在 2014-2015 中国男子篮球职业
联赛（以下简称联赛）总决赛，辽宁本
溪药都对阵北京首钢（以下简称客队）
的第一场比赛，现场主持人陈桐在比
赛进行中（计时器未停表），多次出现
通过话筒讲话，带头加油或喊防守，经
警告拒不改正；并出现通过话筒挑衅
客队球员的言行。本溪赛区主持人的
违规言行本赛季已经是第二次出现，

并在上赛季因违规曾受到过处罚。为
严肃联赛纪律，根据《中国男子篮球职
业联赛纪律处罚规定》第七章第五条
和第六条之规定，责令本溪赛区更换
主持人，核减辽宁衡润篮球俱乐部联
赛经费4万元。”

迎来CBA总决赛的本溪赛区球市异
常火爆，能够容纳6000多名观众的本溪
市体育馆座无虚席。现场主持人陈桐全
场比赛一直在调动球迷情绪，他在第四节
一句“马布里不仅上腿，还上爪子”的言论
引发了很大争议。

此前，北京赛区也因主场球迷向赛场
内扔桔子、投掷杂物受到篮协的处罚。

辽宁队在首场比赛中以84：103主
场不敌北京队。

篮协开罚单

辽宁主场更换主持人

据新华社华盛顿3月11日体育
专电 11日的NBA赛场迎来保罗和
韦斯特布鲁克两位联盟顶级控卫的对
决，保罗在个人数据和团队胜利方面
都赢下了与“韦少”的对话，带领洛杉
矶快船队以120：108击败俄克拉荷
马雷鸣队。此外，在105：98击败底特
律活塞队后，拿到赛季第51胜的金州
勇士队已经追平了上赛季总胜场数。

保罗得到33分并送出9次助攻，
加上雷迪克的25分和德安德烈·乔丹
的18分、17个篮板，快船队终结了雷
鸣队的主场七连胜。

比起保罗的光芒，此前六场比赛
拿下五次三双的韦斯特布鲁克有些相
形见绌，尽管他拿下了24分、9个篮
板和7次助攻，但出现了创生涯纪录
的10次失误。

“他（韦斯特布鲁克）毕竟是人类，
所以也会出状况，这对他的球队造成了
很大影响，”快船队主教练里弗斯说。

回过头来他又赞扬了本方阵中大
将的表现：“他（保罗）有很强的竞争意
识，他渴望赢下这场对决。”

核心杜兰特还有一到两周才能重
返赛场，雷鸣队的攻击力受到了影
响。快船队在开场后取得28：11的优
势，不过雷鸣队的替补球员莫罗突然
爆发，上半场命中5记三分球，帮助球
队在第二节中段一度将比分追至47
平。莫罗全场拿下26分。

保罗此时尽显球星价值，他连续
两记三分球让快船队重新取得对局势
的控制。在他又一记三分球命中后，
快船队在第三节还剩6分53秒时以
86：66遥遥领先。此后雷鸣队掀起反

攻浪潮，却跨不过13分这个鸿沟。
全联盟战绩第一的勇士队还在胜

利的道路上前进。上赛季常规赛结束
时他们的战绩为51胜31负，当天战
胜活塞队收获五连胜后，他们在还有
19场比赛的情况下，已经拿到了第51
场胜利。

汤普森拿下27分，职业生涯总得
分超过5000分。他在第四节一个69
秒的时间段里连续投中两粒三分球，
带领勇士队打出18：2的进攻高潮，此
后活塞队再也无法迫近比分，只得吞
下八连败。

勇士队另一位当家球星库里本场
表现不佳，15投4中，仅得到9分，但
送出了11次助攻。活塞队的德拉蒙
德得到22分，还抓下生涯最高的27
个篮板。

顶级控卫对决保罗胜出
勇士追平上赛季胜场数

据新华社葡萄牙阿尔布菲拉3月11日
体育专电（记者张寒 章亚东）第22届阿尔
加夫杯国际女足邀请赛11日在葡萄牙南
部落幕，美国队2：0击败法国队，第10次捧
杯；近三年略有起色的中国队则以史上最
差成绩告别这一有“小世界杯”之称的女足
热身赛，排名最末。

按照阿杯的特殊赛制，以2胜1平领跑B
组的美国队以成绩第二好的小组第一身份进
军11日的争冠决赛，对阵全胜晋级的法国
队。开赛仅7分钟，后腰约翰斯顿接两届奥
运会冠军成员劳伦·好乐迪发出的任意球，头
球攻门，打入她的第一粒国际赛事进球。

上半场行将结束时，27岁“老将”普雷
斯单刀为美国队扩大优势。令人动容的一

幕来自下半场第81分钟，美国后卫克林根
伯格被判禁区内拉扯法国队员德利的胳
膊，阿曼丁·亨利操刀点球，34岁门将索罗
竟将之扑出，确保了美国队一场完胜。

前锋赵容是第十个站上罚球点的中国
球员，她罚出的球打在左侧门柱上弹出，葡
萄牙门将西莫斯稍有碰触，紧接着便发现

皮球回弹的路线向着门里，她迅速反应，转
身将球扑于身下。

而在90分钟内，中国队在开场仅1分
钟后便由首次首发的中场许燕露在小禁
区内推射攻破对方大门，第26分钟时主
力后卫王珊珊又在左侧底线附近头球攻
门得手。一分钟后，葡萄牙后卫伊内斯·

席尔瓦开出角球，后卫菲利帕·罗德里格
斯门前抢点轻松将球打进。第 37 分钟
时，劳拉·路易斯接左路任意球推射破门
将比分扳平。

第70分钟时，中国队的替补中场古雅
沙快速奔袭25米后成功单挑西莫斯。这
粒进球险些为中国队锁定胜局，比赛即将
结束时任桂辛被判禁区内犯规，多洛尔·席
尔瓦罚点球将比分扳平。

如果说中国队本届阿杯4战无一胜绩
的成绩与分组全碰强队有关，那么“死亡之
组”也“连累”了卫冕冠军德国队，这支世界
头号女足队伍首战2：4不敌瑞典，最终只
能以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二身份2：1击败成
绩第三好的小组第一瑞典队，获得季军。

美国女足十夺阿杯

中国垫底史上最差

3月12日，辽宁药都本溪队球员刘志轩（右）防守北京首钢队球员马布里。当日，
在2014-2015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BA）总决赛第二场比赛中，辽宁药都本
溪队主场迎战北京首钢队。 新华社记者 李钢 摄

本报3月12日讯（记者董博 张政）
今晚，2014-2015CBA总决赛第二场战
罢，北京队不敌辽宁队，以94比108输掉
比赛，两队总决赛打成1比1平 。

北京队首战策略非常明确，他们掌控
着比赛的节奏，通过阵地战压节奏，减少
攻防回合，同时降低了马布里体能的消
耗。而首站失利让辽宁队在主场的优势
变小，从数据上看，辽宁队首战输在了3
分球和篮板球上，第二场比赛中，辽宁队
明显对战术作出了调整。

比赛首节开始两队比分一直打到11
平，但随后辽宁队开始了他们的猛烈攻
势，不但将比分领先，并以26比19拿下
首节。次节辽宁队攻势不减，保持首节的
士气不落，比分优势进一步扩大到15分，
北京队上半场始终被辽宁队压着打，直至

上半场结束前北京队找到了一些感觉，比
分得以扳回一些。上半场结束辽宁队依
然以54比48领先。

下半场双方再战。第三节比赛中，
两队比分紧咬，北京队多次利用莫里斯
强打辽宁队篮下，辽宁队一时防线吃紧，
比分很快便被北京队反超。两队随后进
攻均成功率不高，出现了几回合不得分
的情况，最后北京队以72比 70小胜第
三节。比赛进入了最关键的第四节，辽
宁队开始全场紧逼防守，开场2分钟辽
宁队便打出了7比2的攻击波，比分反
超北京队，辽宁队士气大振，北京队开始
变得被动起来，分差进一步扩大到 11
分。此后辽宁队的郭艾伦与哈德森相继
爆发成为辽宁队主要得分点。北京队最
终以94比108输掉了比赛。

CBA总决赛第二场

辽宁队扳回一局

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JLZX-SG2015-036

1. 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国家农业综合开发水土保持项目临
江市苇花项目区花山镇五棚湖小流域、花山镇新三队小流域水土
保持工程已由吉林省水利厅以吉水保【2014】1783号、吉水保
【2014】1779号文件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中央专项资金和地
方配套资金，招标人及项目法人为临江市水土保持管理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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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已
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
围工程地点：临江市花山镇境内。招标内容：保土耕作、地埂植物
带、坡式梯田、水平梯田、水保林、经果林、截水沟、排水沟、封禁治
理、石笼谷坊、涵管桥、作业路、宣传牌、标志牌。计划工期：2015
年5月10日至2015年9月3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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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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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电工程专业贰级注册建造师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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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标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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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至2015年3月27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
外），每日上午8：30时至下午16 时（北京时间，下同），到www.
jlssljsxx.com网站自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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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15日上午9：00
时，地点为白山富丽华酒店九楼会议室（白山市浑江区东兴街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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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jlssljsxx.com网站、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吉林省建设信
息网、《吉林日报》上发布。7.联系方式:招标人：临江市水土保持
管理站;联系人：庞兆金；电话：13664493600；招标代理机构：吉
林省中鑫工程建设招投标有限责任公司；联系人：盛焱焱 ；电话：
0431-89235507

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JLZX-SG2015-026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白山市板石河板石街道段河道治理工程已由吉

林省水利厅以吉水技[2013]1251号文件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
自省级水利建设基金，招标人及项目法人为白山市浑江区堤防工
程建设管理办公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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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
标。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工程地点：白山市浑江区境内。招
标内容：建筑工程、临时工程等。计划工期：2015年5月1日至
2015年10月3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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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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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至2015年3月27日（法定公休日、法定
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8：30时至下午16 时（北京时间，下同），
到www.jlssljsxx.com网站自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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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16日
上午9：00时，地点为白山富丽华酒店九楼会议室（白山市浑江区
东兴街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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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jlssljsxx.com网站、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吉
林省建设信息网、《吉林日报》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白山市浑江区堤防工程建设管理办公室
联系人：尤俊哲 电话：0439-3361676
招标代理机构：吉林省中鑫工程建设招投标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盛焱焱 电话：0431-89235507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农安县松城灌区一、二级泵站更

新改造工程（一级站）已由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吉发改审
批[2014]446号文件批准建设。招标人为农安县松城灌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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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及地方配套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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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安县松城灌区，工程等别为Ⅲ等，主要建筑物级别为3级。本
次招标共分二个标段：第一标段：农安县松城灌区一、二级泵站
更新改造工程（一级站）土建及安装工程，招标编号：
FGJL-DLG2015006-1，招标内容：建筑工程、机电设备及安装
工程、临时工程等。计划工期:2015年5月1日至2016年12月
31日。第二标段：农安县松城灌区一、二级泵站更新改造工程
（一级站）输电线路工程，招标编号：FGJL-DLG2015006-2，招
标内容：输电线路工程、临时工程等。计划工期:2015年5月1日
至2015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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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标段投标人须具有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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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标段投标人须具有送变电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
并具有叁级及以上等级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及安全生
产许可证的企业法人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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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至2015年3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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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文件成本费第一标段为2000元，第二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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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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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安
县松城灌区管理处，联系人：曹野，联系电话：0431-83262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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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标编号：JLXR-GC2015-012

1、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2014年中央统筹资金大安市维修
养护项目已由大安市水利局以大水发[2014]78号文件批准建设，
建设资金为中央资金。招标人为大安市中小型公益性水利工程
建设管理办公室，招标代理机构为吉林省星瑞工程咨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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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位于大安市境内。招标内容：建筑工
程、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等。计划工
期:2015年5月1日至2015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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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级以上（含叁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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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至
2015年3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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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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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上午9：00，地点为白城市政务大厅5楼会
议室（地址：白城市公园东路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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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建设信息网上发
布。招标人：大安市中小型公益性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办公室，联
系人：周瞳，联系电话：0436-5265080。招标代理机构：吉林省星
瑞 工 程 咨 询 有 限 公 司 ，联 系 人 ：徐 世 超 ，联 系 电 话 ：
0431-81682210。

遗失声明
●长春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12级思想政治教育本科1班乔
禾培将学生证丢失，学号：

1201240126，声明作废。
● 郭 金 彪

（220105198808232811）将 出
租车服务监督卡丢失，从业资格
证号 2201010040013404430，
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