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镌刻生态文明的镌刻生态文明的““净月印记净月印记””
——长春净月高新区建区 20 周年系列报道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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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夏时节，初到净月，蓝天是最抢眼的标志，绿色是

最动人的色彩。

城市间的翠绿，山林间的葱翠，满目的绿，酣畅淋

漓，正透露出净月区坚定不移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走绿色发展之路的决心。

新常态下，绿色发展正处于系统、全面、深入推进的

关键期。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净月高新区，以生态筑基，用

创新铸魂，探索出一条绿色崛起新路，并以全新的姿态

融汇在我省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主流之中。

净月，这座魅力四射的生态新城，正以自身生态文

明建设大格局丰富着区域发展内涵，镌刻着生态文明的

“净月印记”。

志存高远的自信印记 倾心呵护绿打底

清新空气、清洁水源、舒适环境……净月，正成为城

市生态产品的“制造者”。

生态产品从哪来？森林、草地、湖泊……这里遍布

生产生态产品的“耕地”与“机器”。

在净月高新区，总面积243平方公里林水区域，占

区域总面积的51%。

一座从森林里长出来的城市，东有净月潭国家级风

景名胜区，翠屏千叠，万壑松风；西有长春市的母亲河

——伊通河，蜿蜒流淌，绕城而过；南有新立湖国家水利

风景区，水质清澈，碧波荡漾；中有长春市海拔最高的南

大顶子山，登高远眺，心旷神怡。

一潭、一湖、一河、一片林、一座山，五大自然生态要

素相互呼应，浑然一体，形成了“三面环林水、一面接主

城”的立体化生态体系格局，成为城市重要的生态屏障。

20年生态为本，笃定不移，绿水青山成为亮丽的发

展底色和“背景板”。

青山叠翠、绿树成荫的“美丽净月”整个区域森林覆

被率 29.7%，其中，净月潭景区森林覆被率更是达到

82.9%。近10年间，已累计投入资金近30亿元，启动以

“退耕还林”为核心的生态建设工程，在生态核心区实施

“退耕”、“退企”、“退屯”，“增绿”、“增色”、“增景”的“三

退三增”工程。已累计造林920公顷、栽植苗木300万

株。

在立区之初，净月科学提出了“将生态保护与开发

并重”的发展理念，同时，以“开发反哺生态”的总原则被

写入规划之中。以净月大街为界，以东保护为主，整体

提升生态资源；以西按步骤进行开发建设，打造支撑生

态保护的经济基石。

此后，随着以生态建设为核心的退耕、退企、退屯工

程的实施，长春的生态绿核得以放大，在城市生态资源

空间中的整体地位不断前移。而其卓有成效的增绿、复

绿、护绿等工作，也让绿色成为最美底色。

引领时势，净月高新区超前提出建设生态、产业、科

技、城市于一体融合发展的生态城构想。

而从净月第一部全区规划中“生态保护与开发并

重”到净月第二个十年的发展中“生态为本，文化为魂，

服务为用”的精准扩展，生态始终作为“立区之本”并被

不断提升、放大。

自然生态要素被引入城市，“东林西进”、“南水北

连”卓有成就，“水域绿野、”青山满目，春花、夏荫、秋韵、

冬雪，一路一景、一路一花成为净月区独特城市景观标

志……生态资源被科学、系统整合。

从顶层设计到法律法规，坚守生态“绿“线始终如

一。已进入立法程序的《长春市净月潭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保护条例（草案）》通过后，将成为净月高新区建区20

年来，长春市颁布施行的第三份围绕净月潭风景名胜区

保护工作的法规条例。

从1998年的《长春净月潭旅游经济开发区管理条

例》到2006年的《关于加强净月潭风景名胜区生态环境

保护的决议》，再到2015年的新条例，三份条例文透视

出净月人对长春这块生态“绿肺”一以贯之地坚守。

从自然生态到城市生态，净月的生态之美被保护、

提升、放大的同时，也创造了城市的特色和优势；净月人

对绿水青山具有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的超

前认知让他们科学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厚积薄发的发展印记 美丽经济舞起来

保护与发展是死对头？未必。

“任何形式的开发利用都要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进

行“，这是净月20年不变的坚守，这也让生态新城的大

地更加山清水秀，使经济社会在资源的永续利用中良性

发展。

在净月，绿不仅是风景，更是资源，是财富。

而净月新城的迷人之处，在于它特有的生态，不仅

仅是自然的生态，还有产业生态、人文生态、社会生态、

文化生态……生态建设被融入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

会建设等各个方面。

“宁可地荒，不可心慌”，成为定调产业生态明确指

引。宁可空着一片地，也不乱放项目。在产业生态上，

坚持引进环境友好型项目，努力建设高端、清洁、安全、

低碳的现代绿色产业体系。

在这里招商引资，瞄准的是创新型、科技型项目，通

过制定产业目录、明确项目性质、投资强度、污染物排放

等指标，全面提高入区门槛，坚决杜绝耗能高、污染重、

工艺落后的项目入区投资，坚决淘汰区内落后的高污染

产能。

生态保护在这里是排在第一的，一切项目首先为

山、水、林等自然生态留足生存发展空间。

而生态优势也正转化为支撑净月实现区域发展的

经济优势。保护生态，归根结底还是发展经济，只不过

是发展绿色经济。

如今，这里注重引进“高端、高洁、高效”的产业项

目，集聚了一批知识型、创新型、带动型的高端产业集

群。

扛鼎重任的担当印记 城市活力跃出来

建好创新型生态城，不仅仅是一块金字招牌，更是

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生态文明之于净月，不仅源于对发展的思索，也是

对发展的提升、对文明的超越。

而正是从文明进步的新高度重新审视区域的未来

发展，他们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建

设美丽净月，实现新城的永续发展。

建好生态城，走产城融合之路，不仅要规划产业，还

要建设城市，不仅要聚“物”，还要聚“人”。

于是在人文生态上，他们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塑

造富有区域影响力的文化精品，具有国际影响的瓦萨系

列品牌活动，以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伪满皇宫博物院、

长影世纪城、农博会等为代表的旅游休闲产业体系日渐

丰盈，而这不仅带动了区域人气，更是打开了世界认识

长春的窗口，推动了区域旅游产业实现提升发展。

在社会生态上，以打造幸福净月为核心，实现低碳

经济、智慧城市和幸福生活的完美结合。以建设智慧城

市为目标，通过数字化、网络化等技术手段，将社会管理

资源与公共服务资源有机整合，打造高效成熟的智慧化

城市管理系统，提高城市 运营效率和公共服务能力，满

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

如今，净月既面临加快发展、做大总量重要任务，又

肩负着保护好青山绿水、巩固好一方生态的重要使命，

在这片充满激情与梦想的土地上，围绕着如何让经济发

展与生态保护同频共振，新理念、新举措不断涌现，净月

按照自己的节奏，贡献着担当与智慧。

凭借“绿色”竞争力，打好“生态”这张牌，既志存高

远又脚踏实地，从旅游区到国家级高新区，怀揣建设创

新型生态城的美好愿景，以生态筑基，净月从容前行，前

景可期。

绘浓生态底色绘浓生态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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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仇秀英将 T14208676 大陆

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丢失，声明
作废。

●长春市灵溪医废热解处理
站将地方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
（ 三 联 ）丢 失 ，发 票 代 码 ：
122011477103；本数：6，份数：6
份 ；发 票 起 止 号 ：03051857 至
03051862，发票状态：空白，特此
声明作废。

●乔玉将就业失业登记证丢
失，证件编号 220102091100250，
声明作废。

●王凤艳将购买二道区四通
路御景名都B区18栋一单元1801
室首付款收据丢失，开据日期
2015 年 6 月 4 日 ，收 据 号 码
2001408，金额：118950.00 元，开
据单位：吉林省吉安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特此声明。

● 周 磊 ，身 份 证 号 码 ：
220723199002150067，现住吉林省
乾安县乾安镇民字村，二代身份
证丢失，声明作废。

●长春恒久阳光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将资质证书正副本丢
失，证书编号 JFK-A0116，声明作
废。

●双辽市阳光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丢失服务业发票48份，票号
00317923-00317970，声明作废。

●李桂香将机动车销售统一
发 票 丢 失 ， 发 票 代 码
122011521706， 发 票 号 码
00115881，金额 234800.00，车架
号码：LFPH4BCN6F1L01496，特此声
明作废。

●高山将吉字第06316410号
士兵证丢失，声明作废。

●张杰将吉字第06313398号
士兵证丢失，声明作废。

●刘建群将吉字第 06315248
号士兵证丢失，声明作废。

●杨盼飞将吉字第 06315528
号士兵证丢失，声明作废。

●关志刚将中央广播电视大
学法律专业毕业证丢失，毕业证
号：511615200306136475，声明作
废。

● 高 振 雲 将 编 号 为 ：吉
E042013001557 的建筑施工特种
作业操作资格证书丢失，特此声
明。

● 张 进 伟（ 身 份 证 号 ：
230702196805230948）将国家高级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一级）证书
丢 失 ， 证 书 编 号 ：
1308000006100013，特此声明。

●高睿将注册单位为白山市
友成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的一级建
造师注册印章遗失，注册证号为：
吉131091000749，声明作废。

●吉林省禹王食品有限公司
遗 失 生 产 许 可 证 副 页 ，证 号
QS220103070156，
QS220102013540，声明作废。

●刘晶遗失市政专职安全员
证，建筑行业，证号：吉建安 C
（2011）0001211，声明作废。

债权债务清算公告
长春市朝阳区博大教育中心拟办理注

销登记，请相关债权人45日内持证明材料
到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处理有关事务。
逾期不办理的，按相关法规处理。

联系人：朱敏
联系电话：18843155111
联系地址：长春市朝阳区同志街2400

号火炬大厦
特此公告

长春市朝阳区博大教育中心
2015年8月18日

通化市金厂镇夹皮村道路亮化工程、金厂镇夹皮村
堤防工程及金厂村前进堤防工程招标公告

项目编号：20150859-GC09-G1-3
通化市金厂镇夹皮村道路亮化工程、金厂镇夹皮村堤防工程

及金厂村前进堤防工程已批准建设，招标人为通化市水库移民管
理办公室。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
标。招标内容：一标段：通化市金厂镇夹皮村道路亮化工程，太阳
能路灯163个。二标段：通化市金厂镇夹皮村堤防工程，堤防全
长620米。三标段：通化市金厂镇金厂村前进堤防工程，堤防全
长1000米。资金来源：移民结余资金。工程建设地点：通化市金
厂镇。计划开、竣工日期：2015年9月20日-2015年10月30日。
质量要求：合格工程。一标段投标申请人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
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二、三标段投标申
请人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的法人或
其他组织，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相关专业贰级及以上注册
建造师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拟派出的项目
经理应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5年8月20日至2015年8月26日在长春高新区硅谷大街3355
号硅谷商务510B室长春高建招标有限公司持报名资料报名并购
买招标文件，逾期招标代理机构不予受理。招标文件售价：500
元/套，售后不退。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为2015年9月14日13
时30分，递交投标文件地点：长春高新区硅谷大街3355号硅谷商
务508A室。本次招标公告在吉林省建设项目招标网、中国采购
与招标网、吉林日报上发布。招标人：通化市水库移民管理办公
室招标公司：长春高建招标有限公司;地址：长春市高新区硅谷大
街3355号 联系人：赵超 、曹玲玲；联系电话：0431-85832429

招 标 公 告
本招标项目已由主管部门批准，招标人为吉林大学口腔医

院，资金已到位。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通过资格后
审的方式进行公开招标。项目名称：吉林大学口腔医院义齿加
工供应商选取[编号：JRC2015T223(T01)]。项目概况：拟至少选
取三家供应商为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完成义齿加工工作。服务期
限：两年 。招标范围：产品设计、制作、运输、安装、调试、培训及
售后服务。项目地点：长春市。质量目标：符合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关于义齿的相关管理规定。投标人须是国内注册的制
造商，具有有效的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所提供的产品需具备有
效期内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及注册表。投标人近三年至少有一项
类似业绩，并在设备、资金、人员组织等方面具有完成合同的能
力。请于2015年8月20日至2015年8月25日(节假日除外)，每
日上午9时至11时，下午14时至16时(北京时间，下同)，持本单
位介绍信、营业执照副本、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竞标货物本注
册周期内的注册证及注册表、委托人身份证（以上证件的原件及
复印件加盖公章）、竞标产品彩页加盖公章到招标代理机构报
名。招标文件每份售价1000元，文件过期不售，售后不退。投标
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15年9月14日9时，地点为长春市彩
宇宾馆会议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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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中
国财经报网、中国政府采购网、《吉林日报》上发布。招标人：吉
林大学口腔医院；联系人：阿兰、姚维坤、王露；联系电话：
0431-88796007/0431-85579595招标代理机构：吉林瑞成工程招
标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地址：长春市前进大街2000号阳光大厦
1308室;联系人：常延浩;电话：0431-85112321

招 标 公 告
本招标项目已由主管部门批准，招标人为吉林大学口腔医

院，资金已到位。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通过资格后
审的方式进行公开招标。项目名称：2015年吉林大学口腔医院
深化诊疗能力项目二次招标[编号：JRC2015T199(T02)]。一标
段：根管治疗一体机10台。三标段：微创拔牙刀2台。十四标
段：热牙胶充填仪7台。二十标段：可调式颌架1台。供货期：合
同签订后20天。招标范围：设备采购、包装、运输、安装、调试、培
训及售后服务。项目地点：长春市。质量目标：达到或超过国标
标准。投标人须是国内注册的制造商或经销商，具有有效的医
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或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经销商必须有生产
商或国内总代理商针对本项目的授权书。投标人近三年至少有
一项类似业绩，并在设备、资金、人员组织等方面具有完成合同
的能力。请于2015年8月20日至2015年8月26日(节假日除
外)，每日上午9时至11时，下午14时至16时(北京时间，下同)，
持本单位介绍信、营业执照副本、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或医疗器
械经营许可证、产品经销授权书、竞标货物本注册周期内的注册
证及注册表、委托人身份证（以上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
章）、竞标产品彩页原件（加盖制造商公章或国内总代理商公章）
到招标代理机构报名。招标文件每份售价1000元，文件过期不
售，售后不退。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15年9月14日9
时，地点为长春市彩宇宾馆会议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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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
国采购与招标网、中国财经报网、《吉林日报》上发布。招标人：
吉林大学口腔医院；联系人：阿兰、姚维坤、王露；联系电话：
0431-88796007；0431-85579595招标代理机构：吉林瑞成工程招
标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地址：长春市前进大街2000号阳光大厦
1308室；联系人：常延浩；电话：0431-85112321

土地分割证书遗失公告
刘忠岩将坐落在九台市东湖镇双山村

二社，面积为300.00平方米，用途为住宅用
地的集体土地使用证（证号为九集用[2012]
字第012200566号）遗失，公告声明作废。

与此相关权利人对此公告有异议的，应在公
告之日起15日内向九台市国土资源局提出
异议申请，逾期不申请异议，根据土地管理
法律法规规定，准予补发证书，联系电话：
82336046。

九台市国土资源局
2015年8月18日

招 标 公 告
招标编号：FGJL-DLF2015016
吉林省节水增粮行动洮北区2015年项目（第一批）（白城市

本级）已由吉林省水利厅、吉林省财政厅、吉林省农业委员会联
合以吉水技联[2015]1083号批准建设，招标人为白城市节水增
粮行动项目建设管理办公室，招标代理机构为北京泛华国金工
程咨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为中央及省级财政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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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位于吉林省白城市。招标内容：主要对
吉林省节水增粮行动洮北区2015年项目（第一批）（白城市本级）
施工监理进行招标。监理服务期：2015年10月20日至2016年8
月30日。二、资格审查条件。（1）投标人应具有水利工程施工监
理丙级或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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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窗口出售（地址：长春市人民大
街9999号），每份招标文件售价人民币1000元，售后不退。3、招
标文件出售时间：2015年8月31日至2015年9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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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下午
1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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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城市节水增粮行动项目建设管理办公室，
联系人：马鹏飞，联系电话：0436-33523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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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注销土地登记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登记办法》的规

定，经市政府批准，收回位于九台市城子街镇，具体位置城子街
镇九上公路南侧、巷道北侧、水泥路东侧、李相文西侧、用地面
积342.79平方米国有土地，注销原土地使用权人土地登记，注
销土地证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原土地使用者持有的国有
土地使用证失去法律效力，涉及到的一切事宜，由九台市土地
收购储备交易中心负责解决。

特此公告。
九台市国土资源局
2015年8月19日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
业务运营支撑系统升级公告

为进一步提高客户服务水平，我公司将于2015年8月22日
22：00至 8月23日 8：00期间对业务支撑系统（BOSS）进行升级
改造，届时停止业务受理、查询、缴费充值等服务。2015年8月
23日8：00以后恢复正常。

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我公司深表歉意。我们将以更精湛
的技术为您提供更细致、更周到的服务。

特此公告。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

清算公告
南京同仁堂（抚松）参业有限公司因股

东决定解散，依法进行清算。请有关债权人
自即日起45日内申报债权。申报事项如
下：

一、申报地点：吉林省抚松县抚松工业
集中区服务楼

二、申报文件：债权人主体资格证明文
件；载明债权人姓名或名称、债权金额、有无
担保等内容的债权申报书；债权形成依据
（如合同、相关单据等）

三、联系人：张军
手机：15844969582
南京同仁堂（抚松）参业有限公司

2015年8月18日

公司注销公告
双辽市锦隆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注

册号220382000018738）经股东会决议，拟
向公司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并自
2015年8月19日起停止经营，由闫文、李亚
荣、刘桂茹组成公司清算组，对公司债权债
务进行清理，请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45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
视为放弃债权。

清算组负责人：闫文
联系电话：13069285555
特此公告
双辽市锦隆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8月19日

土地使用权利证书遗失公告
张以晨坐落在长春市绿园区泰来街7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为39平方米、用
途为城镇住宅，土地证号为长国用
2014060022668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遗
失，公告声明作废。与此相关权利人对此公
告有异议的，应在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长
春市国土资源局提出异议申请，逾期不申请
异议的，根据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准予
补发证书。

联系电话：88779300-8044
长春市国土资源局
2015年8月18日

公告
根据房屋所有权人杨晓立申请，坐落在

公主岭市范家屯镇土地3#楼，三单元3楼东
门，结构为混合。面积为79.78平方米，丘
地号为f10-10，幢号为137，房号为38，房
屋所有权证号为1028294的房屋所有权证
遗失（或者损毁），现声明作废。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30日内无异议，将予以补发。

特此公告
公主岭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5年8月19日

东辽县国土资源局关于限期办理地质资料汇交
及勘查许可证（探矿权）注销手续的公告

东国土告字（2015）第15号
根据《地质资料管理条例》及《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

法》（国务院令第240号）规定，现将“T22120080502008289吉林省
东辽县弯月小学铅锌矿详查（东丰县金承矿业有限公司）”
“T22120080602008639吉林省辽源市安石乡大榆树地区铜及多
金 属 普 查（ 辽 源 市 雄 飞 矿 产 品 经 销 有 限 公 司 ）”
“T22120080602008640吉林省辽源市吕店大山地区铜（钼）多金
属 普 查（ 辽 源 市 雄 飞 矿 产 品 经 销 有 限 公 司 ）”
“T22120081202020817吉林省东辽县西苇钼矿预查（长春市银龙
矿业有限公司）”4个过期勘查许可证（探矿权）予以公告。请探
矿人在公告之日起15日内，到吉林省地质资料管汇交地质资料
后到东辽县国土资源局办理勘查许可证注销手续。到期不办理
注销手续的，我局将根据有关规定直接注销其探矿权。

特此公告
东辽县国土资源局
2015年8月20日

招 标 公 告
招标项目编号：JLTXY-[2015]-193
根据吉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领导小

组文件，吉农确权字[2015]1号，吉林省同欣原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受白山市江源区农村经济管理服务中心的委托对白山市江源
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项目进行国内公开招标。
现发布招标公告如下：1．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1.1项目名称：
白山市江源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项目。1.2标
段划分及规模：本项目共划分两个标段。第一标段：松树镇二调
面积40687.2亩、大石人镇二调面积18535.2亩、正岔街道二调面
积16353.3亩；第二标段：大阳岔镇二调面积8873.85亩、孙家堡
子街道二调面积5821.2亩、江源街道二调面积9981.3亩、城墙街
道二调面积17097.9亩、砟子镇二调面积5527.95亩、石人镇二调
面积26708.4亩。1.3资金来源：财政资金。1.4招标内容：入户
调查、地块测量、建立健全登记簿、土地承包经营信息化管理、确
权登记颁证相关资料归档等。1.5服务期限：自签订合同之日起
至2017年12月31日前完成。1.6质量要求：符合农业部《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调查规程》（NY/T 2537-2014）、《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要素编码规则》（NY/T 2538-2014）、《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
登记数据库规范》（NY/T 2539-2014）等国家相关规定的合格标
准。2．投标人资格要求：2.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2.3具有履行
合同所必需的设备、专业技术能力；2.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
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2.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
活动中没有违法记录；2.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2.7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的能力；2.8具有丙级以上（含丙级）测绘资质（必须具有地籍测
绘和地理信息系统工程专业资质），有相关经营范围及同类项目
经验，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专业技术、设备和经济能力；2.9单
位项目负责人应具备高级及以上测绘专业技术职称；2.10企业
近三年必须承担过至少一项国内同类项目，熟悉国家相关技术规
范；2.11省外测绘资质单位参与招投标的，应按照《吉林省测绘
条例》的规定进行备案后方可参与投标；2.12拒绝列入政府不良
行为记录期间的企业投标；2.13经检察机关查询三年内有行贿
记录的不得参加本采购项目；2.14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两个标段
可兼投但不可以兼中，中标后不得分包或转包。3．招标文件的
获取：3.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5 年 8 月 20 日至
2015 年 8 月 26日，每日上午8 时30分至11时30分，下午 13
时00分至 16 时00分(北京时间，下同),持法人授权委托书、被
授权人身份证、企业资质证书副本、企业营业执照副本、项目负责
人职称证书、同类或类似业绩一项（合同或中标通知书）、无行贿
记录证明（企业所在地检察院出具）、省外测绘资质单位预先备案
凭证（吉林省测绘地理信息局出具）（提供上述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加盖单位公章），到吉林省同欣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长春市净月
开发区临河街8377号中海国际广场A座1608室）报名及购买招
标文件。3.2 招标文件每标段售价800元，售后不退。4．投标
文件的递交：4.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及地点：所有投标文
件应当于 2015 年 9 月 9日 9 时00分前送达至白山市江源区
人民政府政务大厅四楼开标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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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开标时间及地点：定于2015
年9月9日9时00分在白山市江源区人民政府政务大厅四楼开标
室公开开标，请各投标人委派代表出席开标会。4.3有效投标人
不足三家时，招标人另行组织招标。5.投标保证金。参加本项目
的投标人在提交投标文件前，应按照有关规定每标段提供不少于
人民币2.5万元的投标保证金或保函。6．发布公告的媒介。本
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政府采购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和《吉林
日报》上发布。7.联系方式。招标人：白山市江源区农村经济管
理服务中心，地址：白山市江源区农业局，联系人：赵俊锋，电话：
0439-3728531。招标代理机构：吉林省同欣原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地址：长春市净月开发区临河街8377号中海国际广场A座
1608 室，联系人：薄丹，电话：0431-81331333、15504467580。
2015年8月20日

中城建·世界名城10KV电气设备新建工程设计招标
招标项目编号：20150856-SJ01-S本招标项目已由长发改

审批字[2014]30号文件批准建设，招标人为中国城市建设控股
集团吉林投资有限公司。独立标段。设计周期：合同签订生效
之日起20天内。投标申请人须具备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电力
行业（变电工程）专业设计丙级及以上设计资质，项目负责人须
具有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资格。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有意参
加投标者，请于2015年 8月20日8月26日每日9-16时在长春
高新区硅谷大街3355号硅谷商务五楼509A室长春高建招标有
限公司报名购买招标文件，详见吉林省建设信息网、吉林省建
设项目招标网。招标人中国城市建设控股集团吉林投资有限
公司冯经理18604402018 招标公司长春高建招标有限公司姚
萍0431-85832429

长春高新第一实验学校二期工程监理招标公告
项目编号：20150843-JL01-J
本招标项目为长春高新第一实验学校二期工程监理。招标

人为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社会事业发展局，招标内容：二期
新建5#楼（6层，主要用于中学教学）、6#楼（5层，中学楼）、7#楼
（地下1层，地上3层，食堂），建筑面积约12320平方米，二期改建
1#楼（4层，原行政楼与专业楼）建筑面积约为9298平方米，监理
周期:与工程施工建设工期相对应,所有监理档案资料须通过备
案审核。投标申请人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综合资质
甲级或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乙级及以上资质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总
监理工程师须具备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房屋建筑工程专业）资
格。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5
年08月20日至2015年08月26日每日9：00时至16：00时在长春
高建招标有限公司硅谷商务509A室报名并购买招标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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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社会事业发展局 联系人：李东 电话：
0431-85543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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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