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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梨树县梨树镇树勤社区，几乎每

天都能看见一个瘦弱的老母亲，她用轮

椅推着残疾的女儿在马路上走着，不时

低头与女儿说话，喂女儿喝水。

这位老母亲叫孙惠云，今年65岁。

她与丈夫杨勇明在1980年结婚，当时杨

勇明带着两个女儿，大女儿杨艳华7岁，

小女儿杨艳春5岁。婚后虽然家里条件

一般，但是一家四口过得很快乐，孙惠云

对两个女儿视如己出，母女之间感情很

好。孙惠云说：“我这两个女儿都非常乖

巧、漂亮、懂事，是我的贴心‘小棉袄’，她

们就是老天爷给我的礼物。”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小女儿杨艳

春16岁时患上了癫痫，21岁时得了脑

瘫，1998年做了脑部手术，手术费花了

3万多元。

打那时起，杨艳春生活不能自理，起

居都由孙惠云照顾。为了给女儿治病，孙

惠云夫妇带着女儿先后到长春、沈阳、北

京看病。虽然去了很多大医院，找了很多

名医，但是杨艳春的病并没有什么起色，

大夫说只能维持现状，治好的可能性不

大。几次看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夫妇二人只能带着女儿回家。杨艳春看

着父母为她奔波操劳，自己也着急，心情

抑郁，久而久之就患上了精神病。

为了让女儿心情好点，孙惠云天天

带女儿出去晒太阳，给女儿穿得干干净

净的。孙惠云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细心照

料着小女儿，把自己也累出了一身的病，

2012年，孙惠云发现自己经常头晕，脑供

血不足，只好住院治疗。让孩子奶奶帮

忙照看孩子，可小女儿因为见不到孙惠

云又哭又闹，趁家人不注意把家里所有

的药都翻出来，放到水里喝下去了，发现

的时候人已经陷入了昏迷，家人把她送

到医院洗胃，才保住性命。孙惠云听说

这件事后，不顾大夫的劝阻，坚持办理了

出院手续回家照看孩子。

由于家里条件不好，日子常常过得

捉襟见肘，但是只要是小女儿喜欢吃的，

孙惠云就做，看着女儿吃得香，她和老伴

就是吃大葱蘸点酱也觉得甜。女儿的一

举一动都牵动着她的心，一个喷嚏、一声

咳嗽都会让她紧张，晚上睡觉的时候，孙

惠云必须和女儿睡在一张床上，17年来

一直是这样。孙惠云说：“她睡觉总踢被

子，偏偏她又容易生病，我每天晚上都要

给她盖几次被。”

照顾女儿这么多年，孙惠云从刚开

始的手忙脚乱到现在的得心应手，吃尽

了辛苦，但她从没想过放弃。

孙惠云的细心和耐心在邻里之间是

出了名的，刚开始大家并不知道那是她

的继女，后来知道后大家都十分佩服。

孙惠云的邻居李大爷对记者说：“她们娘

俩的不容易我们都看在眼里，尤其是老

孙，对孩子那么有耐心，照顾得太周到

了，孩子犯病的时候打她骂她，她一点怨

言都没有，亲生母亲恐怕也做不到这样

吧？更何况是继母呢！”

孙惠云不仅对自己的女儿好，还把

这份爱延续到了别人身上。家住孙惠云

家楼上的刘勇今年40多岁，也患有精神

病。孙惠云在照顾女儿的同时，还照顾

刘勇一年多。原来，刘勇的父亲去年去

世了，在父亲走后，刘勇就谁的话都不听

了，还常常打人骂人，有一次他的大姐在

照顾他的时候，被刘勇用一根铁棍击中

了头部。可只要孙惠云一进屋，他就对

着她笑，喊她“白姨”，孙惠云让他吃饭、

让他换衣服他都乖乖听话，她还帮刘勇

洗澡。有时候孙惠云会把刘勇领到自己

家里，跟女儿一起照顾。

多年来，孙惠云一家过得一直很辛

苦，她有时会拾一些废品去卖钱，然后给

孩子买点吃的、用的。“孩子的亲生母亲去

世了，我和她是有母女缘的，不管怎么艰

难我都不会放弃她，只要我活一天，就一

定好好照顾她。孩子安好，我就好。我知

道她自己心里也着急，所以无论她做什么

我都不生气，我都能忍，我等着她病好的

那一天。”孙惠云看着女儿，坚定地说。

你若安好 便是晴天
——梨树县梨树镇树勤社区居民孙惠云的故事

本报记者 于悦

六
月
三
十
日
，
吉
林
边
防
总
队
长
春
边
检
站
一
线

执
勤
官
兵
联
合
南
航
公
司
吉
林
分
公
司
，
开
展
重
温
入

党
誓
词
活
动
，
庆
祝
党
的
九
十
四
华
诞
。

朱
贵
臣

张
晓
欢

摄

党员医生爱心义诊

本报讯（崔巍）6月29日，抚松县中医院党支部组织党

员志愿者医疗服务队到最偏远的沿江乡进行义诊，为百余

村民进行了相关检查。

培训后备干部

本报讯（初桂杰 于连秀）近日，通化县2015年副乡

（局）级后备干部培训班开班，包括理论学习、军训和社会

调研三项内容。期间，将进行量化考评，作为干部提拔使

用的重要依据。

《安规》每月一考

本报讯（杨春雷）国网图们市供电公司把《安规》内容

分成10套试卷，每月初由安全监察质量部对试卷内容进行

培训，月末进行集中考试，加强员工自我安全保护意识。

抓好创新 抓好落实

本报讯（荣士博）年初以来，四平市农发行党委认真学

习宣传贯彻“三严三实”精神，抓好创新，抓好落实，以实际

行动做好本职工作。

开展交通安全专项治理

本报讯（刘岩）近日，国网通榆县供电公司安质部组织

机动车驾驶员，通过学习培训、车辆检查等方式，加强交通

安全管理水平，强化机动车驾驶员的安全责任意识。

开展合规宣传教育

本报讯（谭业海）近日，白山市江源农发行组织开展了

合规宣传教育活动，为期四个月，大力宣传依法治行、依法

办行核心理念，有效防控合规风险，提高合规管理水平。

本报讯（刘宗虎）近日，汪清

县公安局春阳派出所紧急处置一

起火情，防止火势蔓延殃及周围

群众。

火情发生时，春阳派出所民

警正在南沟村巡逻，当发现一户

农家冒出火光和大量黑烟后，民

警火速赶往现场。到达现场后，

发现起火的是一个连片牛棚，周

边都是民房，一旦失去控制，将火

烧连营。民警立即组织村民救

火，并联系当地消防部门救援。

在民警指挥下，灭火群众采取泼

水、推倒墙体、清出隔离带等措

施，使火势得到有效控制。消防

车赶到后，大火被成功扑灭。

巡逻民警成功处置火灾

本报讯（孙琦）为进一步加强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

增强广大党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拒腐防变能力，在社区倡

导廉洁家风，近日，长春市南关区新春街道永长社区开展了

党员廉政文化进社区活动。这次社区请来长春市委党校李

璐老师为广大党员主讲廉政文化。

在讲座中，李老师结合古今反腐倡廉、家庭助廉的典型

事例，把廉政教育从工作中延伸到生活中，丰富和生动的讲

解赢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使广大社区党员普遍从中受

到了一次深刻的廉政教育，营造了“人人思廉、人人保廉、人

人促廉”的良好廉政氛围。党员们纷纷表示，要继续发扬艰

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发展好社会经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营造廉洁风尚
长春市永长社区举办讲座

本报讯（记者米韵熹）6月 30日，我省美发美容行业

协会在省商务厅召开了“吉林美业2015诚信工程工作会

议”。各地相关商会、协会负责人，各市州美业代表150

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省美发美容行业协会还邀请了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省商务厅、省人力资源鉴定中

心、省消费者协会的相关领导参加了会议，并对国家相

关政策进行了解读，省美发美容行业协会会长杨哲、执

行会长张兵的讲话得到了参会企业的积极响应，企业代

表当场宣读了企业承诺书，向社会公开做出了依法、诚

信经营的承诺。

据了解，吉林美业2015诚信工程包括三项工作目标。

贯彻落实我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美容美发单

位经营使用化妆品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实现行业企业依

法经营；宣传推动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规

范行业行为；全面推开星级评定、持证上岗工作，促进行业

健康发展。

我省实施美业2015诚信工程

本报7月 1日讯（记者祖维晨 通讯员刘宇荐）今天

上午，长春公交集团中兴公司百余名党员与仙台社区的

居民们互动联谊，以文艺演出的形式喜迎建党94周年，

为党献礼。

8点30分，雨后的北海公园广场空气格外清新，10余名

新党员在党旗下庄严宣誓。一曲《党的恩情万年长》拉开了

文艺演出的序幕。据长春公交集团中兴公司党委书记付谨

介绍，同仙台社区的联动在2010年就开始了，在集团500米

乘车距离的要求下，考虑到社区居民出行的切实需求，双方

共同努力，协调开通了304路线路，为社区居民提供了便捷

交通服务。在点滴的服务中，公司也得到了社区居民的认

可。公司经理朱宏伟表示，通过文艺演出的形式，民企联

动，让大家感受幸福生活的同时，不断提升服务，切实让沿

线居民得到便利。仙台社区居民张桂云对记者说：“能够与

为大家出行服务的公交车队一起欢庆‘七一’，我感到十分

高兴，祝福我们党生日快乐！”

欢歌齐声颂党恩
长春公交中兴公司与仙台社区共庆“七一”

1. 招标条件本招标
项目吉林省哈达山松原灌
区前郭灌片2015年工程已
由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以吉发改审批[2015]147号文件批准建设，建
设资金来自中央投资，招标人为松原灌区前郭工
程建设管理指挥部办公室，招标代理机构为重庆
西征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
条件，现对该项目施工进行公开招标。本工程分
为四个标段。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项目名称
1：吉林省哈达山松原灌区前郭灌片2015年工程
施工一标段工程内容：戎字片及建筑物土建施工
项目名称2：吉林省哈达山松原灌区前郭灌片
2015年工程施工二标段工程内容：查干吐莫片及
建筑物土建施工。项目名称3：吉林省哈达山松
原灌区前郭灌片2015年工程施工三标段工程内
容：戎星泵站、查干吐莫泵站及建筑物土建施工;
项目名称4：吉林省哈达山松原灌区前郭灌片
2015年工程施工四标段工程内容：红星排干、深
重排干及建筑物土建施工。计划工期：2015年8
月25日至2017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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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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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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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13日至2015年07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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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lssljsxx.com网站项目信息公开专栏自行下
载。4.2每个标段招标文件成本费均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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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时间为2015年8月7日上午9:00时，吉林省人
民政府政务大厅四楼开标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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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吉林日报、中国
水利报、www.jlssljsxx.com 网站上发布。7.
联系方式:招标人：松原灌区前郭工程建设管理
指挥部办公室电话：13843885852 联系人：曾宪
锋 招标代理机构：重庆西征建设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 电话：0431-81618617 联系人：刘女士

招 标 公 告
招标编号：CQXZJF2015-0702C

招 标 公 告
招标编号：CQXZJF2015-0702D

1. 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吉林省哈达山松原灌区前郭灌片
2015年工程设备采购工程已由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吉发
改审批[2015]147号文件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中央投资，招标
人为松原灌区前郭工程建设管理指挥部办公室，招标代理机构为
重庆西征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
项目设备采购工程进行公开招标。本工程分为二个标段。2. 项
目概况与招标范围项目名称1：吉林省哈达山松原灌区前郭灌片
2015年工程设备采购工程一标段工程内容：水机设备采购；项目
名称2：吉林省哈达山松原灌区前郭灌片2015年工程设备采购工
程二标段;工程内容：金属结构设备采购.计划工期：2015年8月
25日至2017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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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采购工程一标段的
投标人须具备生产、制造水机设备能力的生产厂家（不接受代理
商）；设备采购工程二标段的投标人须具备生产、制造金属结构设
备能力的生产厂家（不接受代理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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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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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标文件的发售时间、地点及购买条件：4.1招标文件在吉林省政
务大厅四楼出售（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9999号），招标文件售价
人民币贰仟元整，售后不退。发售时间为2015年7月13日至7月
17日（早8：30时至晚4：00时，节假日休息）。2、购买招标文件条
件：购买招标文件要凭法人营业执照副本、省级或省级以上检验
部门出具的2015年质量检测报告、法人授权委托书、被授权人身
份证（以上证件的原件）以及以上证件的复印件2份（加盖公章）。
5、开标时间及地点：本次工程招标定于2015年8月18日上午09:
00时，地点为吉林省人民政府政务大厅四楼开标室（长春市人民
大街9999号）。届时请投标人代表准时参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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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吉林日报、中国水利报、www.jlss-
ljsxx.com网站上发布。7. 联系方式:招标人：松原灌区前郭工
程建设管理指挥部办公室 电话：13843885852 联系人：曾宪
锋 招标代理机构：重庆西征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电话：
0431-81618617 联系人：刘女士

招 标 公 告
招标编号：JLWCZB2015-006

1. 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嘎呀河治理工程（含布尔哈通河）
延吉市朝阳川上段（吉城沟至高速公路桥段）防洪工程，已由吉林
省水利厅吉水技【2015】897号文件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中央
专项资金，招标人为延吉市水利基本建设管理处，招标代理机构
为吉林省万成招投标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
目施工进行公开招标。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嘎呀河治理工
程（含布尔哈通河）延吉市朝阳川上段（吉城沟至高速公路桥段）
防洪工程。主要工程内容包括：堤防工程、穿堤涵洞、金属结构及
安装、临时工程等。计划工期: 2015年8月20日-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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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必须有类似工程的施工经验，近五年承担过类似的
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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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jlssljsxx.com公示为准），并
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承担本工程的施工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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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至2015年7月17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
日除外），每日上午8:30时至16:00时（北京时间，下同），到吉林
省水利厅网站工程项目信息公开专栏自行下载（http://www.
jlssljsxx.com）。4.2 招标文件成本费为2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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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5日下午13:00时，地点为吉林省人民政府政务大厅四楼(新
址：人民大街9999号，人民大街与蔚山路交汇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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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jlssljsxx.com、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吉林日
报》、吉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吉林省建设信息网上发布。
8. 联系方式。招标人：延吉市水利基本建设管理处，联系人：徐
华，联系电话：13704383379。招标代理机构：吉林省万成招投标
有限公司，地点：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浦东路浦东明珠15号，联系
人：赵盼，联系电话：0431-89623417。2015年7月2日

日前，中国光大银行阳光
理财规模突破万亿元大关，较
年初增长逾1500亿元，增幅达
18%，理财业务发展持续保持
良好态势。

2015年，光大银行在资金
端不断加强销售能力建设，积
极拓展商业银行、保险公司、
养老金等机构投资者，开拓包
括券商、城商行和第三方理财
机构等在内的代销渠道，扩大
理财资金来源，丰富理财客户
结构。截至5月末，光大银行
全部理财产品中机构客户理
财规模达4960亿元，较年初增
长1224亿元，增幅33%。通过
加强产品创新，光大银行陆续
推出了养老理财、量化投资
FOF组合、挂钩指数多利宝等
创新产品，并成功与邮储等大
型机构客户签约受托资产管
理业务，产品结构和客户结构
得到不断优化。

在投资端，光大银行阳光
理财大组合采取长短端均衡
搭配的哑铃型布局。在组合
的短端,光大银行引入量化投
资、资产支持证券、券商收益
凭证等创新投资品种，捕捉债

券市场在城投债、产业债和利
率债等不同板块间的投资和
轮动交易机会，通过在宽资金
市场环境下适度运用杠杆，保
持组合流动性并提升了组合
收益水平。在组合的长端，光
大银行秉持“资管投行”理念，
紧跟“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
发展、长江经济带、自贸区建
设等国家战略，围绕城镇化基
础设施建设、国企混改、企业
走出去等方面的资金需求，在
结构化融资方面不断取得创
新突破。

为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的
发展壮大，光大银行加强资本
市场和权益类品种的投资模
式创新，引入了股票量化投
资、优先股、并购夹层、混改股
权、管理层收购等品种，市场
份额居市场前列。

（吴涛 忠伟）

提提供供金金融融资资讯讯 发发布布理理财财信信息息

光大新闻资讯光大新闻资讯

栏目加盟热线
0431-88600717

光大银行理财规模破万亿
投资端创新不断

吉林大学前卫南区图书信息综合楼剧场工艺设备及装饰工程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20150654-GC01-G
吉林大学前卫南区图书信息综合楼剧场工艺设备及装饰工

程已由教发[2013]7号文件及长高发改字[2014]61号文件批准建
设，招标人为吉林大学。招标内容剧场工艺设备及装饰工程详见
工程量清单。投标人须具备中国演艺或演出或舞美协会核发的
专业音响工程、专业灯光工程综合技术能力等级二级及以上资
质、舞台机械工程综合技术能力等级三级及以上资质，同时具有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
上资质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法人或其他组织，项目经理须具备建筑
工程专业注册二级建造师及以上资质。请于2015年7月2日-8
日，上午8:30-11:30时，下午13-16时，在长春高建招标有限公司
报名购买招标文件，招标文件售价1500元/份，售后不退。详见中
国采购与招标网、吉林省建设信息网、吉林省建设项目招标网。
招标人吉林大学王立光0431-85166937招标代理机构长春高建招
标有限公司姚萍0431-85832429

招 标 公 告
招标编号：JLFZ2015003

1、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双辽市2014年牧区节水灌溉示范
项目已由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吉发改审批[2015]136号文
件批准建设，建设资金为中央投资。招标人为双辽市节水增粮行
动项目建设管理办公室，招标代理机构为法正项目管理集团有限
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设备采购进行公开招
标。2、工程概况与招标内容。本工程位于吉林省双辽市境内。
工程名称：双辽市2014年牧区节水灌溉示范项目。招标编号：
JLFZ2015003，招标内容：潜水电泵、柴油发电机组、喷灌机等。计
划工期: 2015年8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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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的设备制造企业或具有厂家授权经销许可证的企业；（2）具有产
品检验合格报告及相应证明；（3）近三年良好的财务状况及商业
信誉；（4）信誉良好，无不良履约记录；4、招标文件的获取。4.1凡
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5年7月13日至2015年7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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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林省政务大厅四楼综合窗口购买。4.2招标
文件成本费为1000元，售出不退。4.3投标人代表凭本人身份
证、营业执照副本及上述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及法定
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购买招标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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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
下午13：00时，地点为吉林省政务大厅四楼开标室（长春市南关区
人民大街与南三环交汇处，人民大街9999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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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吉林日报》上发布。招标人：双
辽市节水增粮行动项目建设管理办公室，联系人：辛宏志，联系电
话：0434-7222951。招标代理机构：法正项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白先生，联系电话：18643117352， 0431-81331333。

招标公告
项目全称：营房整修及附属配套项目新建工程；
项目地点：吉林省延吉市；
招标规模：1个标段(SJZB14005-Ⅲ01SG)，整修建筑面积约

6000平方米;道路新建工程，建筑面积约20000平方米；运动场新
建工程，面积约16000平方米；

合同估价：约1434万元；
投标报名截止时间为2015年7月7日17时。
详细情况请登录吉林省建设信息网http://zb.jljsw.gov.

cn查询。
联 系 人：于延君 电话：0433-6940185、13843368814

65334部队
2015年6月30日

招 标 公 告
招标编号：JLTXY-[2015]-149

本招标项目双辽市2015年省级农田水利资金维修养护项目
已由双辽市水利局以双水发[2015]36号文件批准建设，建设资金
为省级专项资金。招标人为双辽市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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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现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设备采购及安装进行公开招
标。一、招标概况。1.1本次招标具体招标内容如下：项目名称：
双辽市2015年省级农田水利资金维修养护项目设备采购及安
装，招标编号：JLTXY-[2015]-149，招标内容：抗旱水源井配套、喷
灌设备更换等。1.2交货地点：双辽市2015年省级农田水利资金
维修养护项目施工现场。1.3资金来源：省级专项资金，已落实。
1.4质量标准：合格。二、资格审查条件 。投标人必须同时具
备如下资格和条件：（1）具备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设备制造企业
或具有厂家授权经销许可证的企业；（2）具有产品检验合格报告
及相应证明；（3）投标人近三年财务状况良好及商业信誉；（4）信
誉良好，无不良履约记录。三、招标文件的发售时间、地点及购买
条件。3.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5年7月13日至2015年7
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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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林省政务大厅四楼综合窗口购
买。3.2招标文件成本费为1000元，售出不退。3.3投标人代表
凭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副本及上述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加盖
公章）及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购买招标文件。四、交货日
期。2015年8月15日开始供货，2015年8月31日前供货结束。
具体供货日期及数量以招标人提供的供货计划为准。五、开标时
间及地点。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15年8月4日下午13：00时，地点为吉林省政务大厅四楼开标
室（长春市南关区人民大街与南三环交汇处，人民大街99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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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吉林日报》上
发布。招标人：双辽市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管理办公室，联
系人：辛宏志，联系电话：0434-7222951。招标代理机构：吉林省
同欣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联系人：白先生，联系电话：
18643117352，0431-81331333。

吉林大学前卫南区体育馆项
目人防工程设计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20150634-SJ01-S

吉林大学前卫南区体育馆
项目已由长高发改字[2014]164
号文件批准。招标人为吉林大
学，招标内容吉林大学前卫南区
体育馆项目人防工程施工图设
计，配合完成施工现场出现的设
计变更及其他相关工作内容
等。投标人须具备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核发的建筑行业建筑工
程专业或人防工程专业设计乙
级及以上资质的独立法人或其
他组织。同时具有吉林省人民
防空办公室颁发的吉林省防空
地下室设计资格证书。请于
2015 年 7 月 2-8 日 ，上 午 8:
30-11:30时，下午13-16时，在
长春高建招标有限公司报名购
买招标文件。招标文件售价
300元，售后不退。详见吉林省
建设信息网、吉林省建设项目招
标 网 。 吉 林 大 学 樊 晓 东
0431-85166939 长春高建招标
有限公司姚萍0431-858324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