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爱留守儿童

本报讯（贾志玲 郭志义）近日，靖宇县运管所领

导来到县明德小学困难留守儿童张恩博、王敬文家

中，为2名小学生各送去了500元慰问金，鼓励他们

刻苦学习立志成才。

检查商场消防安全

本报讯（费奕铭）为确保辖区人员密集场所的消

防安全，近日，白山市浑江消防大队深入辖区商场开

展消防安全检查，进一步提高各商场人员消防安全

意识，消除隐患。

5年退红包40余万元

本报讯（伊海龙）吉林国文医院成立5年来，从

源头上、制度上、宣传上打击制止“红包”现象，对退

“红包”者给予奖励，坚决杜绝医护人员收“红包”的

行为。累计退红包1284人次，金额达40余万元。

通化乘警支队查获一名逃犯

本报讯（王旗军）近日，通化开往白城的K7391次

旅客列车长春站开车后，乘警巡视中发现因涉嫌销售

赃物被松原市公安局上网通缉的王某，并将其抓获。

Email：jlrbrbs＠126.com 电话：（0431）88600611 2016年3月1日 星期二编辑 王也社 会 9

在抚松县东岗镇小山村提起刘兆霞，

人们总是点头又摇头，他们因刘兆霞的能

干而点头称赞，同时又为刘兆霞的不易而

摇头叹息。丈夫瘫痪在床、公婆年老体

弱、孩子正在上学，生活的重担犹如三座

大山压在刘兆霞的身上，但13年来，她硬

是凭着自己的勤劳能干，让这个摇摇欲坠

的家庭重新焕发了生机。

1999年元旦，刘兆霞与同村青年李延

生喜结连理，婚后丈夫在外跑长途运输，

刘兆霞在家料理家务，生活虽不是十分富

裕，但却简单幸福。然而，婚后第四年，丈

夫的一场车祸，打破了这个家庭原本的宁

静。李延生原本就患有类风湿等疾病，这

场车祸引发了他身体的病变，不仅让他丧

失了劳动能力，同时还导致了身体瘫痪。

突逢巨变，刘兆霞觉得天都要塌下来

了。为了能给丈夫治好病，她变卖了家

产，背着丈夫辗转多地求医，然而一年下

来，李延生的病情并没有任何好转。“20

多万元花光了，他还是没能站起来，当时

我就绝望了，甚至想过自杀，但我死了这

个家怎么办？延生、女儿和公婆谁来照

顾？”想通了这些，刘兆霞渐渐接受了现

实，为了爱，她最终选择了坚守。

下定决心的刘兆霞首先安抚了年迈

的公婆，请他们放心，无论如何她都不会

离开这个家，并且表示会尽最大努力让他

们有个安稳的晚年。随后，为了全身心照

顾丈夫，刘兆霞只好将年幼的女儿送到同

村的娘家寄养。

为了维持生计，刘兆霞不仅耕种自家

的田地，还从别的村民手中流转土地耕

种。初干农活没有经验，刘兆霞经常要比

别人多费很多劲，播种不均匀她要重新补

苗，洒药不及时她得加紧锄草……手磨肿

了，脸晒坏了，流过汗也流过泪，就这样一

步步熬到了秋收。其间辛苦自不必说，但

可喜的是，在她的精心耕种下，她家粮食

的产量丝毫不比别家差。即使秋收结束，

刘兆霞也没闲着，她总是不停打着零工贴

补家用。在经济压力的驱使下，13年来，

刘兆霞就是这样如陀螺般日复一日地操

劳着。

尽管生活劳累，但刘兆霞对丈夫的照

顾依然无微不至。长期卧床的人容易造

成肌肉萎缩。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刘

兆霞坚持每天给丈夫做按摩。她总是期

盼，在她悉心地照料下可以出现奇迹——

丈夫重新站起来，生活恢复如常。

弹指一挥间，13年的光阴过去了，刘

兆霞的女儿佳静如今已经成为一名初三

的学生。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确实

如此，佳静小小年纪特别懂事，知道妈妈

不容易，学习上特别刻苦，生活上也从不

攀比。佳静告诉记者，她希望自己快点长

大，好帮助妈妈照顾这个家。

多年来，刘兆霞照顾丈夫、侍奉公婆的

行为感动了身边的每个人。面对刘兆霞家

的困难，村民们总是力所能及地施以援手，

他们用朴素的方式，表达着对刘兆霞家的

关照。

如今，刘兆霞一家人又对生活充满了希

望。“欠的外债马上就要还完了，以后的日子

会越来越好。”刘兆霞告诉记者，每每想到这

些，她都特别有干劲……看着刘兆霞憧憬的

样子，记者仿佛也听到幸福来临的声音。

瘦弱双肩撑起一个家
——抚松县东岗镇小山村村民刘兆霞的故事

本报记者 陈婷婷

短信平台

记者手记

老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

头各自飞。”但刘兆霞面对遭受“大难”的

丈夫，非但没飞，反而选择不离不弃。从

一个弱女子变身为顶梁柱，刘兆霞诠释

了对爱情的忠贞和家庭的责任，她的执

着和坚守让这个家庭重新焕发了生机。

在刘兆霞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最美

的爱情不是山盟海誓、花前月下，而是永

远的相伴相随、相濡以沫。

本报讯（李泓谊）为切实做好春运后期交通安全工

作，营造和谐、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白山市公安局交通

警察支队浑江区大队本着“责任再明确，内容再丰富，范

围再扩大，力度再加大”的工作原则，再次掀起交通安全

宣传新高潮。大队以客运车辆、面包车、危化品运输车辆

作为重点管控对象，在城区内重点检查超载超员、涉牌涉

证、酒后驾驶等严重违法行为。向过往市民、机动车驾驶

员发放春运安全宣传手册，宣讲交通安全知识，为圆满完

成2016年春运交通管理工作收好官。

抓好春运后期道路交通安全

本报讯（记者苗玲玲 通讯员王丽静）近年来，东辽县

深入开展在职党员进社区活动，县机关工委所属40家单

位228名骨干党员积极响应，为贫困群众送去温暖，帮助

协调解决生活难题，进一步拉近了党群、干群距离，树立

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东辽县白泉镇新城社区的残疾人张吉胜，是县检察院结

对帮扶的困难户。4年来，检察院的干警多次到张吉胜家走

访慰问，如今干警们和张吉胜一家已经建立起深厚的感情。

前不久，东辽县白泉镇新城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李海

洋带领社区几名预备党员与积极分子，来到因在朝鲜战

场负伤而退伍的尹长林家中，与老人话家常，共同回忆那

段刻骨铭心的峥嵘岁月。

东辽县司法局、社保局、民政局等单位党员迅速行

动，把贫困残疾居民家庭和对国家、社会有特殊贡献群体

作为关注重点，开展系列走访慰问帮扶活动，累计发放各

类慰问金5万余元。

东辽开展党员进社区活动

本报讯（记者马贺 通讯员谭富仁）

日前，吉林市公安局公交分局成功打掉

一个在长途客运线路上实施扒窃的犯

罪团伙，犯罪嫌疑人刘某、黄某、赵某3

名团伙成员被抓获归案，破获扒窃案件

15起，缴获赃款 3500 余元、银行卡 8

张，收缴作案用轿车1辆。

1月中旬，磐石市至吉林市方向长

途客车发生7起扒窃案件。接到报案

后，公交分局经过深入分析和综合研

判，确定该系列案件应该是同一扒窃犯

罪团伙所为。分局决定全警停止春节

长假的正常轮休，抽调警力组成两个侦

查小组，分别在磐石市客运站、烟筒山

镇客运站及磐石市发往吉林市的长途

客车上开展案件侦破工作。

2月12日，侦查员发现3名经常在

磐石市客运站发车场出没的中年男子

形迹可疑，并发现他们驾驶一辆轿车经

常在磐石市、烟筒山两地客运站活动，

随后民警对3人展开跟踪侦查。经过5

天跟踪侦查，2月16日12时许，民警彻

底掌握了该扒窃犯罪团伙的活动规

律。2月20日6时许，当3名犯罪嫌疑人

在磐石市客运站和烟筒山客运站再次

实施作案时，被办案民警当场抓获，并

收缴乘客被盗窃钱包2个，盗窃赃款

3500元，银行卡3张。

经审查，犯罪嫌疑人刘某、赵某、黄

某等3名扒窃嫌疑人自今年一月份以

来先后在长途客运站、车先后实施扒窃

犯罪15起，涉案金额近5万元。

江城警方打掉一犯罪团伙

近日，国网农安县供电公司组织干部员工来到永安乡阳营子村，与219家农户结成“一

对一”帮扶对子。图为他们在8社刘晓雨家了解情况。 张鹏 摄

注销清算公告
长春市联城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因市场转

项原因，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于2016年2月
23日停止经营，进入清算阶段，拟依法注销，本
公司清算组也于同日成立，请本公司债权人，于
公告发布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办理相关手续。

公司（清算组）地址：长春市二道区东盛大
街2811号上东街区26幢1512号房

联系人姓名：李骁
联系电话：18704308480

长春市联城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土地证书遗失公告
甄春阳分别将坐落在榆树市榆树大街，宗

地面积分别为50.28、178平方米，用途为商服
用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分别为榆国用
2010 第 190000936 号 ，榆 国 用 2011 第
190000034号）遗失，公告声明作废。

与此相关权利人对此公告有异议，应在公
告之日起30日内向榆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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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31-83615317

榆树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2月29日

招标公告（资格后审）
招标项目编号：JLZZ-16-017。一.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农

安县烧锅镇S106线烧锅段及东盛路、中兴街道路两侧绿化美化
工程项目已由长春农安经济开发区发展和改革局批准建设，批
复文号为长农经发改审批字【2016】018 号、【2016】019 号、
【2016】020号。建设资金来自烧锅镇人民政府自筹，项目出资比
例为100%，招标人为烧锅镇人民政府。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对
监理及施工进行公开招标。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2.1项目
概况及招标内容：树木栽植、木栈道铺装等。2.2 招标规模：省
道S106线3公里长道路两侧，绿化及栈道铺装；东盛路长3.8公
里道路两侧绿化；中兴街0.55公里道路两侧绿化。2.3 工程建
设地点为 农安县烧锅镇。2.4计划开工日期为2016年3月25
日，计划竣工日期为2016年5月10日。2.5符合国家标准的合
格工程。三.投标人资格要求：3.1资质要求：一标段投标申请人
须是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丙级（或
以上）资质的独立法人单位。拟派出的总监理工程师须是国家
注册监理工程师，具有中级或以上职称。二标段投标申请人须
是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或以上）资质的独立法人单位，资质业务范围包含园林绿化项
目。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近三年
有同类工程业绩。拟派项目经理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二级或
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和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技
术负责人须具备相关专业中级或以上职称。3.2 拟派出的项目
管理人员，应无在建工程，否则按废标处理；投标单位的监理工
程师和注册建造师中标后需到本项目招投标监督主管部门办理
备案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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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7号、吉建管【2011】32号、吉建管【2014】6号文件）3.5
拒绝列入政府取消投标资格记录期间的企业或个人投标。四.
招标文件的获取：4.1请于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3月7日(法
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8:30时至11:00时，下午
13:00时至16:00时(北京时间，下同)，在长春市硅谷大厦1118
室持法人授权委托书、被授权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
书副本、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拟派项目经理的执业资格证和有
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业绩原件及复印件购买招标文
件。4.2招标文件每套售价1000元（含图纸），售后不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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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21日9时30 分，地点为 长春市政务中心三
楼第一开标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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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不足三家时，招标人另行组
织招标。六.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吉林省建设
信息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农安政府网、吉林日报 上发布。
七.联系方式：招标人：烧锅镇人民政府，联系人：孙大凯，
13578853688。招标代理机构：吉林中筑工程建设招标代理有限
公司，地址：长春市高新区硅谷大厦1118室，联系人：马丽娜
0431- 85118118。

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JLTXY-[2016]-0208

1、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2016年柳河县农田水利维修养护
项目已由柳河县水利局以柳水 [2016]24号文件批准建设，建设
资金为农田水利建设维修养护补助资金。招标为柳河县水利局
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管理办公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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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位于柳河
县。项目名称：2016年柳河县农田水利维修养护项目。招标编
号：JLTXY-[2016]-0208。招标内容：建筑工程、金属结构及安装
工程、临时工程等。计划工期: 2016年4月18日至2016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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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14日至2016年3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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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份招标文件成本费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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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8日上午9：
00时，地点为通化市政务大厅三楼三号开标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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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河县水
利局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管理办公室，联系人：王淑敏，联
系电话：0435-7258017。招标代理机构：吉林省同欣原工程咨询
有 限 公 司 ，联 系 人 ：李 田 宇 ，联 系 电 话 ：18584368462
0431-81331333。

用中国银行信用卡绑定Apple Pay 拿积分返现多重礼
2月18日，中国银行正式推出Apple Pay。您可以使

用您的中国银行信用卡进行Apple Pay支付，享受便捷、
安全、时尚的消费方式，还可获得中国银行提供的超值积
分、现金返还等多重好礼。

一重礼：首笔任意消费送15000积分
2016年2月18日至6月30日，使用中国银行信用卡

申请中银长城e闪付Apple Pay、HCE，首笔消费任意金
额，即获赠15000积分。

二重礼：消费100元返现15元
2016年2月18日至12月31日，中国银行信用卡申请

中银长城e闪付Apple Pay、HCE，当月消费金额累计满
100元，即可获赠15元现金返还。

三重礼：星巴克消费满60元减15元
2016年1月12日至3月29日每周二，在全国星巴克

指定门店使用中银长城e闪付Apple Pay、HCE，单笔消费
满60元立减15元（每日每卡最高立减15元）。优惠名额
有限，先到先得。

活动适用于满足以下条件的客户：
1、银联标识的中国银行信用卡客户；
2、Apple Pay：拥有iPhone 6或 iPhone 6 Plus及

更新机型，iPad Pro、iPadAir 2或 iPad mini 3及更新
机型，与iPhone配对的Apple Watch的客户；

3、长城e闪付(HCE)：拥有支持HCE功能的手机设备，
操作系统版本应在安卓4.4.2以上、支持NFC功能，为了

安全起见，建议使用没有更换过默认系统配置、没有安装
过第三方锁屏、屏保类软件的手机终端申请我行“中银长
城e闪付卡”。

受理商户：
凡是能受理银联闪付Quick Pass的商户，即可使用

中国银行Apple Pay、长城e闪付（HCE）产品。
操作流程：
Apple Pay -iPhone端
1、打开Wallet，添加信用卡（可用摄像机识别卡片，

也可输入卡号），输入有效期、安全码、接受服务条款，完
成卡片添加。

2、完成手机验证码校验，激活Apple Pay。
3、支付时将 iphone 靠近 POS 机，并将手指放在

Touch ID位置即可支付。如果需要卡密码，输入密码即
可完成支付。

长城e闪付(HCE)-安卓端
1、通过最新的安卓版中银易商客户端申请使用长

城e闪付卡，点击e闪付图标后，首次申请长城e闪付卡
客户端将自动显示易商下已绑定的主卡用于申请e闪付
卡。选择一张卡片后，需确认核对主卡信息，完成卡片
添加。

2、客户可输入短信验证码以激活长城e闪付卡。
3、长城e闪付卡交易时，使用系统的NFC模块，客户

仅点亮手机屏幕即可进行拍手机支付。

中 标 公 示
华春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受公主岭市农业综合

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委托对其公主岭市2015年农业综合开发
6万亩节水增粮行动项目县级财政配套资金工程项目【招标编号：

HC-JLZB-2016-305,招标公告日期：2016.01.27-2016.02.02】进
行了公开招标。该项目已于2016年2月26日9：00时整（北京时
间）在吉林省人民政府政务大厅4楼开标室进行了公开招标。现
将本次中标结果公布如下：

评委会成员：赵 莹、王 莹、卜云祥、王天慧、张彦超
合同履行期：2016年3月20日
如对中标结果如有异议，请于3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招

标代理机构提出质疑（公示期2016.2.29～2016.3.2），其他形式
或质疑期外的质疑概不受理。

招标人：公主岭市农业综合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人：桑
明林;联系方式：0434-6295103.

代理机构：华春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联系人：田
经理;联系方式：15584391177;地址：西安市南二环西段华融大厦

日期：2016年2月29日

标段

第1标段

第2标段

第3标段

中标单位

吉林省鸿强博信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公主岭市瑞丰农机有限公司

吉林省信隆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中标金额（万元）

490.8403

58.872

7.3486

中标单位地址

长春市宽城区西广小区4号楼

公主岭市工业大路209号

长春市绿园区青草路34号

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JLTXY-[2016]-0209

1、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柳河县2016年农田水利项目县建
设项目已由柳河县水利局以柳水 [2016]25号文件批准建设，建
设资金为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补助资金。招标为柳河县水利局农
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管理办公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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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位于柳河县。
项目名称：柳河县2016年农田水利项目县建设项目。招标编号：
JLTXY-[2016]-0209。招标内容：建筑工程、金属结构及安装工
程、临时工程等。计划工期: 2016年4月18日至2016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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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14日至2016年3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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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份招标文件成本费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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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7日下午13：
00时，地点为通化市政务大厅三楼三号开标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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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河县水
利局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管理办公室，联系人：王淑敏，联
系电话：0435-7258017。招标代理机构：吉林省同欣原工程咨询
有 限 公 司 ，联 系 人 ：李 田 宇 ，联 系 电 话 ：18584368462
0431-81331333。

招标公告
招标项目编号：JLTXY-[2016]-F0205

1．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2015年到
保镇棚膜经济二期项目已由白城市洮北区发展和改革局以白洮
发改字【2015】115号文件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白城市洮北区发
展和改革局，建设资金为财政扶贫专项资金。项目已具备招标
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2、工程概况与招标范围。招
标内容：大棚20栋、灌溉井7眼、管护房6座、砂石路299.4米及
电力工程改造；建设地点：白城市洮北区到保镇复兴村；质量标
准: 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合格工程；施工计划工期: 2016年4
月1日至2016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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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房屋建筑工程)二级
或三级资质，近3年至少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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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
备房屋建筑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建造师注册证书，且未担任其
他在建工程的项目经理。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外省施工企业需按照吉建管〔2014〕6号文件规定在中标后
七个工作日内办理入籍手续。3.4 不接受被政府列入取消投标
资格期限内企业参加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4.1 凡有意
参加投标者，请于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3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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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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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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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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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24日上午9时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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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城市洮北区发展和改革局，地址：
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政府三楼扶贫办公室，联系人：王明昕，电
话：0436-32455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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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中海国际社区A座
1608室，联系人：张女士，电话：0431-81331333。

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JLZX2016-023

1. 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通化市东昌区金厂镇项目区金厂
村小流域水土保持工程已由吉林省水利厅以吉水保[2016]63号
文件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中国家预算内投资及地方配套资
金，招标人为通化市东昌区农业综合开发水土保持项目建设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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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该项目施工进行公开招
标。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项目名称：通化市东昌区金厂镇
项目区金厂村小流域水土保持工程；招标内容：修筑土坎水平梯
田，修筑土坎坡式梯田，地埂植物带，开挖截水沟、谷坊、修筑作
业路、涵管桥、宣传碑等。计划工期：2016年4月15日至2016年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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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级及以上资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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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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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3月14日至2016年3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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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4月 5日下午14:00时，通化市政务大厅3楼 3号开标
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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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
jlssljsxx.com网站上发布。7. 联系方式

招标人：通化市东昌区农业综合开发水土保持项目建设管
理办公室

电话：13843575577 联系人：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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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焱焱

长德新区乙二街等道路、排水、绿化、照明工程设计招标
招标项目编号：20160211-SJ01-S;本招标项目招标人为长

春高新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独立标段。招标范围：
完成长德新区乙二街等道路、排水、绿化、照明工程方案设计、施
工图设计及项目投资预算书编制（包括但不限于上述成果文
件），详见招标文件。计划设计周期：签订合同之日起30天完
成。投标申请人须是具备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甲级或风景园林工
程设计专项乙级及以上资质同时具备照明工程设计专项甲级及
以上资质、市政行业（排水工程）乙级及以上资质、市政行业（道
路工程）乙级及以上资质；项目负责人须具备相关专业高级工程
师职称及以上资格。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有意参加投标者，请
于2016年3月1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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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高新城市建设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刘先生0431-81188058 招标代理机构：长春
高建招标有限公司姚萍0431-85832429转801

公 告
农安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6月26日依法对农安县农安路东

段南侧棚改地块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农政房征[2015]第1号），
项目四至东至农安四中；西至润泽同泰园小区一期；南至农安四
中；北至农安路。因该地块中有4户被征收房屋，经征收部门多
次调查未能核实房屋所有权人，房屋具体编号为19号（左临张志
超、右邻陈殿森）房屋；30号（左临郑玉忠、右邻代员）房屋；35号
（左临巷道、右邻李杰）房屋；40号（左临曲福林、右邻曲永利）房
屋。

为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限上述房屋所有权人自本公
告公布之日起15日内，持房屋权属证明材料、身份证明资料与农
安县房屋征收经办中心取得联系（联系电话0431-83260006），逾
期，将视为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

农安县人民政府
2016年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