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JLZX2016-076

1. 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辽源市东辽河干流防洪工程（杨木
水库--高丽墓桥段及财富大桥—西孟大桥段）已由吉林省水利厅
以吉水技［2011］385号文件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省级水利建
设基金，招标人为辽源市水利工程重点项目建设管理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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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该项目杨木水库--高丽墓桥段五期施工进行公
开招标。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项目名称：辽源市东辽河干流
防洪工程（杨木水库--高丽墓桥段）五期;工程地点：辽源市境
内。 招标内容：治理堤防长度2371米;左K3+450-4+520；右K3+
701-5+002。计划工期：2016年6月25日至2016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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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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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5月 23日至
2016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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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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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016年6月15日上午9：00
时，地点为吉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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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日报、www.
jlssljsxx.com网站、吉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上发布。7.
联系方式 招标人：辽源市水利工程重点项目建设管理处 联系
人：王先生 电话：0437-5095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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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后审）
项目编号：LTZB2016G-15

1．招标条件 敦化市2016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已由吉
林省国土资源厅、吉林省财政厅文件吉国土资开发【2015】23号、
敦化市人民政府敦政函【2016】63号、敦化市财政局文件敦财综
【2016】4号文件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敦化市高标准农田建设指
挥部，建设资金来自省级财政资金，该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
对该项目施工第二批次进行国内公开招标。2．项目概况与招
标范围 2.1标段划分:19-36标段；2.2项目内容：土地平整、灌溉
与排水工程 、田间道路工程、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工程、农
用井工程、输配电工程、植树工程等；2.3建设地点：敦化市黑石
乡；2.4建设工期：2016年6月16日至2016年12月31日；2.5合
格标准：符合土地开发整理及相关行业要求的合格工程。3．投
标人资格要求 3.119-31标段投标人须在吉林省国土资源厅关
于对吉林省土地整治项目及土地复垦方案编制等单位进行考评
备案的公告（公告【2015】12号和公告【2016】3号）中备案的单位
或企业并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水利水电施工总承包二
级及以上资质或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或公路工
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32标段、33标段须具备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核发的水利水电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或特种专
业工程专业承包资质（凿井专业），34标段、35标段须具备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或输变
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并同时具备电监会颁发的承
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五级及以上资质，36标段须具备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或城
市园林绿化资质三级及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
具有承担本项目的能力独立法人单位。3.2拟派的项目经理须
具备与单位相应专业贰级及以上建造师资格，并且无在建工
程。技术负责人须具备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并且无
在建工程，否则按废标处理。3.3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4拒绝列入政府不良行为记录期间的企业或个人投标。4．招
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6年 05月 13日
至 2016 年 05月 19日(法定公休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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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春市亚泰大街6789号万晟商务花园808
室，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A4纸），法人或授权人身份证原件及
复印件、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
原件及复印件、企业资质证书副本原件及复印件、项目经理证原
件及复印件、项目经理身份证复印件报名并购买招标文件。4.2
施工招标文件每标段每套售价800 元，图纸每标段每套售价
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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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16年 06 月 07
日 09 时 30 分，地点为吉林省长春市卫星路与卫光街交汇处
华苑宾馆二楼会议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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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标申请人在提交投标文件
时，应按照有关规定：22标段、29标段、31标段、36标段提供不少
于人民币捌万元的投标保证金，20标段、30标段、34标段、35标
段提供不少于人民币陆万元的投标保证金，19标段、21标段、
23-27标段、32标段、33标段提供不少于人民币肆万元的投标保
证金，28标段提供不少于人民币贰万元的投标保证金。5.4 有
效投标人不足三家时，招标人另行组织招标。5.5 当投标人的
有效投标报价超出招标人设定的控制价时，该投标报价视为无
效报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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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建设项目招标网》、
《吉林日报》上发布。7．联系方式 招标人：敦化市高标准农田
建设指挥部 地址：敦化市紫钰花园18号楼 联系人：董主任
电 话：0433-6311007 招标代理机构：吉林省龙泰工程咨询
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亚泰大街6789号 联系人：康馨文 电话：
0431-88602519

2.2招标内容：本次建设共建设万通广场停车场等共11处地
上、地下智能立体停车场，其中有两处公交车立体停车场，项目总
占地95497.39㎡，建筑面积145728.89㎡。2.3工程建设地点：通
化市区及二道江区内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应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一、三标段投标人须具备房屋建筑监理甲级资质，
二标段投标人须具备房屋建筑监理乙级或以上资质，四标段投
标人须具备机电安装工程监理甲级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
等方面具有相应的监理能力，人员要求：一、二、三标段要求总
监理工程师具有建筑工程专业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四标
段要求总监理工程师具有机电安装工程专业国家注册监理工程
师资格。

四、报名及招标文件的获取:4.1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6

年 5月13日至2016年 5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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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法人或被授权人身份证、营业
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名真迹的授权委托
书（以上证件或材料须持原件及复印件）到通化市政务大厅1楼
招标文件出售窗口报名并购买招标文件；4.2招标文件售价：1000
元，过期不售，售后不退。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16年6
月 2日 9 时00 分，地点为通化市政务大厅3楼开标室；

六、联系方式:招标人：通化市城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地址：
通化市东昌区蓝爵国际1号楼 1-9号;联系人：徐先生;电话：
0435-3569903.招标代理机构：国义招标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地
址：长春市贵阳街287号建设大厦1802室;联 系 人：杨先生;联
系电话：0431-88018059/18186880191.

项目编号 标段名称 标段内容
GMGITC-JL-160415-1 通化市智能立体停车场建设 二建批发停车场、新站广场停车场施工及新站广场21300m2恢复工程阶段

项目监理（一标段） 全过程监理
GMGITC-JL-160415-2 通化市智能立体停车场建设 国土局左侧停车场、金城商厦后院、华翔山下停车场、集贸停车场、地质大厦

项目监理（二标段） 停车场施工全过程监理
GMGITC-JL-160415-3 通化市智能立体停车场建设 大龙山停车场、公共汽车停车场、市医院停车场、万通酒店停车场及万通广场

项目监理（三标段） 14200m2恢复工程施工阶段全过程监理
GMGITC-JL-160415-4 通化市智能立体停车场建设 设备安装全过程监理

项目监理（四标段）

招标公告一．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通化市智能
立体停车场建设项目已由通化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通市发改
审批[2015]111号文件批准建设，招标人为通化城建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资金来自企业自筹，出资比例为100%，资金现已落实。项

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监理进行公
开招标。（招标项目编号：GMGITC-JL-160415）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名称：

招标公告
一．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通化市智能立体停车场建设项

目已由通化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通市发改审批[2015]111号
文件批准建设，招标人为通化城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资金来自
企业自筹，出资比例为100%，资金现已落实。项目已具备招标条
件，现对该项目施工进行公开招标。招标项目编号：

GMGITC-JL-160415。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2.1项目名称：通化市智能立体

停车场建设建设项目停车场及广场恢复施工;2.2招标内容：本
次建设共建设万通广场停车场等共11处地上、地下智能立体停
车场，其中有两处公交车立体停车场，项目总占地95497.39㎡，
建筑面积145728.89㎡。2.3工程建设地点：通化市区及二道江
区内2.4施工计划工期：2016年6月15日开工，2018年10月31
日竣工，工期865日历天；2.5工程质量要求：符合国家《建筑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及相关标准的合格工程。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本次招标施工标段要求投标人须具
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或以上资
质且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或以上资质，并应符合
资质承包工程范围的要求，企业信誉良好，并在人员、设备、资金
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人员要求：投标单位拟派出的建造
师须是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建筑工程专业壹级注册建
造师。

四、报名及招标文件的获取:4.1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6
年5月13日至2016年5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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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法人或被授权人身份证、营
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企业法定代
表人签名真迹的授权委托书等以上证件或材料须持原件及复印
件到通化市政务大厅1楼招标文件出售窗口报名并购买招标文
件；4.2招标文件售价：人民币 2000元，过期不售，售后不退。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16年6
月2日13时30分，地点为通化市政务大厅3楼开标室；

六、联系方式：招标人：通化市城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地
址：通化市东昌区蓝爵国际1号楼1-9号；联系人：徐先生；电话：
0435-3569903。招标代理机构：国义招标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地
址：长春市贵阳街287号建设大厦1802室；联 系 人：杨先生；联
系电话：0431-88018059/18186880191。

招标项目编号：CQXZJF2016-0513A
长春市双阳区2013年度齐家镇长兴村菜田建设项目已由吉林

省国土资源厅以吉国土资开发【2014】38号、吉林省财政厅以吉财
建指【2014】373号等有关文件批准建设，招标人为长春市国土资源
局双阳分局，建设资金来自财政资金，项目出资比例为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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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该项目的工程施工采用资格预审方式进行公开招标，特邀
请有兴趣的潜在投标人(以下简称申请人)提出资格预审申请。建
设地点：长春市双阳区齐家镇长兴村。 建设规模：土地面积11.78
公顷；新建棚膜、土地翻耕、修建日光温室、看护房、新建机井、输水
管道、滴灌工程、架设配电线路、新建生产路、排水沟；新建日光温室
60栋。招标范围：对以上工程进行施工招标。 计划工期：详见招
标文件 。合同估算价：2006.7405万元。评标办法：采用综合评估
法。质量要求：应符合国家及地方相关标准的合格工程。本次资
格预审要求申请人须在吉林省国土资源厅（公告〔2015〕12号和公
告〔2016〕3号）中考评备案的单位或企业。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颁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项目经理须具备
国家注册相关专业二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并具备有效的安全生
产考核合格证书。项目管理人员，应无在建工程，否则按废标处
理。不接受联合体资格预审申请。入吉企业（含施工和监理企业）
凡进入我省从事建筑活动的企业，均应按照吉建管〔2015〕50号、吉
建管〔2016〕1号文件办理入吉企业信息登记。拒绝列入政府取消
申请资格记录期间的企业或个人申请。不接受有行贿犯罪档案记
录的企业或个人申请，须提供属地检察院所提供的行贿犯罪档案
查询结果告知函。不接受在吉林省国土资源厅（吉国土资开发

〔2014〕27号）、（吉国土资开发〔2015〕20号）文件中涉及违规行为的
单位进行本项目申请。本次资格预审采用合格制。凡有意申请资
格预审者，请于2016年5月13日至 2016年5月19日（法定公休日，
法定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9:00时至11:00时，下午13:00时至
15:00时(北京时间，下同)，在重庆西征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报
名并获取资格预审文件。申请企业报名时必须携带下列证件原件
并且复印件加盖公章：企业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
证；提供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出具的（2013年-2015年）不亏
损的审计报告；项目经理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及安全生产考核合
格证书；法人授权委托书或单位介绍；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被授权
人身份证；企业及项目经理（2013年-2015年）类似项目业绩一项
（项目经理类似业绩须体现项目经理姓名）；企业通过吉林省国土资
源厅备案的证明材料网页版复印件及提供由检察院开具的检察机
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注：持有新版资质证书的申请
人可提供与新版资质证书副本同样大小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的复
印件，复印件与原件效力等同。资格预审文件成本费1000元，售后
不退；邮购资格预审文件50元。招标人在收到单位介绍信和邮购
款(含手续费)后3日内寄送。递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截止时间(申
请截止时间，下同)为2016年5月25日13时整，地点长春市政务大
厅8楼三评标室。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资格预审申请
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本次资格预审公告同时在中国政府采购
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吉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及吉林日报上
发 布 。 招 标 人 ：长 春 市 国 土 资 源 局 双 阳 分 局 ，电 话 ：
0431-84261299，招标代理机构：重庆西征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电话：15904305080。

长春市双阳区2013年度齐家镇长兴村菜田建设项目施工招标资格预审公告（代招标公告）

招标项目编号：CQXZJF2016-0513B
长春市双阳区2013年度齐家镇长兴村菜田建设项目监理招标

已由吉林省国土资源厅以吉国土资开发【2014】38号、吉林省财政
厅以吉财建指【2014】373号等有关文件批准建设，招标人为长春
市国土资源局双阳分局，建设资金来自财政资金，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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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该项目的工程监理采用资格预审方式进行公
开招标，特邀请有兴趣的潜在投标人(以下简称申请人)提出资格预
审申请。建设地点：长春市双阳区齐家镇长兴村。建设规模：土地
面积11.78公顷；新建棚膜、土地翻耕、修建日光温室、看护房、新建
机井、输水管道、滴灌工程、架设配电线路、新建生产路、排水沟；新
建日光温室60栋。招标范围：对以上工程进行监理招标。 监理服
务期：详见招标文件，监理费估算价：35.3万元，评标办法：采用综
合评估法。质量要求：应符合国家及地方相关标准的合格工程。
本次资格预审要求申请人须在吉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对吉林省土
地整治项目及土地复垦方案编制等单位进行考评备案的公告（公
告〔2015〕12号和公告〔2016〕3号）中备案的单位或企业。须具备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工程监理乙级及以上资质。项目总监
理工程师须是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并具有建筑专业工程师职称。
项目管理人员，应无在建工程，否则按废标处理。不接受联合体资
格预审申请。入吉企业（含施工和监理企业）凡进入我省从事建筑
活动的企业，均应按照吉建管〔2015〕50号、吉建管〔2016〕1号文件
《的相关规定，办理入吉企业信息登记。拒绝列入政府取消申请资
格记录期间的企业或个人申请。不接受有行贿犯罪档案记录的企
业或个人申请，申请人须提供属地检察院所提供的行贿犯罪档案

查询结果告知函。不接受在吉林省国土资源厅（吉国土资开发
〔2014〕27号）、（吉国土资开发〔2015〕20号）文件中涉及违规行为的
单位进行本项目申请。本次资格预审采用合格制。凡有意申请资
格预审者，请于2016年05月13 日至 2016 年 05 月19日（法定
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9:00 时至11:00 时，下午13:
00 时至15:00 时(北京时间，下同)，在重庆西征建设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报名并获取资格预审文件。申请企业报名时必须携带下列
证件原件并且复印件加盖公章：企业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原件；
提供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出具的（2013年-2015年）不亏损
的审计报告；项目总监理工程师注册证书、职称证书；法人授权委托
书或单位介绍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被授权人身份证；企业及项
目总监理工程师（2013年-2015年）类似项目业绩一项（总监理工
程师类似业绩须体现总监理工程师姓名）；企业通过吉林省国土资
源厅备案的证明材料网页版及提供由检察院开具的检察机关行贿
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注：持有新版资质证书的申请人可提
供与新版资质证书副本同样大小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复印件与原件效力等同。资格预审文件成本费500元售后不退。
邮购资格预审文件的，手续费50元。递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截止
时间(申请截止时间，下同)为 2016年05月25日 13时整，地点长
春市政务大厅8楼三评标室。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资
格预审申请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本次资格预审公告同时在中
国政府采购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吉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及
吉林日报上发布。招标人：长春市国土资源局双阳分局，电话：
0431-84261299，招标代理机构：重庆西征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电话：15904305080。

长春市双阳区2013年度齐家镇长兴村菜田建设项目监理招标资格预审公告（代招标公告）

梅河口市2016年公共厕所建设工程监理招标公告
招标项目编号：20160520-JL01-J

梅河口市2016年公共厕所建设工程已由梅河口市发展和改
革局以梅发改字[2016]70号文件批准建设，资金来自政府投资，
投标人须具备房屋建筑工程丙级及以上监理资质，总监理工程师
具有房屋建筑专业的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投标人请于
2016年5月13日至2016年5月19日9:00时至16:00时在梅河口
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建设局五楼513室持单位介绍信购买招标
文件。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16
年6月6日14时00分，地点为梅河口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开标
室，招标代理机构：长春高建招标有限公司电话：13644450435
2016年5月13日

公 告
土地使用权人尚久杰将坐落于龙潭区汉阳

街江机住宅29号楼3-5-50号的房屋产权转让
与张申，并已办理房屋产权证更名。现张申申请
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因个人原因尚久
杰无法到场，违反《土地登记条例》的规定，张申承
诺如日后发生任何纠纷，自行承担一切法律责
任。自登报之日起30日内无人提出异议，将对张
申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特此公告。

吉林市国土资源局龙潭分局
现房主：张申
2016年5月11日

注销清算公告
长春市博冠电梯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因经

营管理不善，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于2016
年5月6日停止经营，进入清算阶段，拟依法注
销，本公司清算组也于2016年5月6日成立，
请本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办理相关手续。

联系电话：13844000833
公司（清算组）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

威尼斯花园会馆 223室
姓名：栾凤杰

遗失声明
房屋所有权人秦彬，将坐落在磐石市呼兰

镇秦家屯，结构：砖瓦，建筑面积：84.00平方
米，所有权证号：27的房屋所有权证遗失，现声
明作废。

申请人：秦彬
2016年5月12日

遗失声明
房屋所有权人石宝录，将坐落在磐石市朝

阳山镇草庙子村草庙子屯，结构：砖瓦，建筑面
积：136平方米，所有权证号：7-10-01的房屋所
有权证遗失，现声明作废。

申请人：石宝录
2016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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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流 软 环 境 创 出 新 区 速 度
——从华为云数据中心项目落位长春新区高新北区说起

本报记者 朱德超

改革开放排头兵改革开放排头兵 创新发展先行者创新发展先行者长春新区

5 月 10 日，我省召开全省软环境建设视频大会，省委、省政府发出

“全力打造良好经济发展软环境，为新一轮全面振兴提供强大助力”的

号召。

作为我省唯一的国家级新区，长春新区高度重视软环境建设，将其作为事

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硬任务来抓，仅仅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成功服务华为云

数据中心项目顺利开工，正是长春新区抢抓机遇、创新发展，全力打造良好经

济发展软环境的生动范例。

28天，从落地到开工
长春新区的一次自我加压与创新突破

从3月31日长春华为云数据中心项目落位长春新区高新北区到4月29日

正式开工建设仅仅28天。长春新区从领导到职能部门，多次召开专项会议，

落实解决项目进行中的各个环节面临的困难，长春新区国土、规划、招商、建设

等多部门创新举措、统筹协作，共同推进华为项目早开工，这一切终于促成了

项目在当月正式开工建设。如此高效、快速、负责的引进项目，充分体现了长

春新区对云计算大数据产业的重视和迫切。充分体现了长春新区招商引资的

强劲势头和扎实推进项目建设的务实举措，充分体现了长春新区一流的软环

境服务，这是真正的新区速度。

“到2030年，新区综合实力实现新跨越，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取得丰硕成

果，创新型现代产业体系日臻完善，腹地支撑能力显著增强，对外开发开放新

格局基本形成，国际化绿色智慧新城区全面建成。”这是3月11日国家发改委

《关于印发长春新区总体方案》的通知中明确提出的目标。

5月11日，正式挂牌刚刚半个月的长春新区召开首次工作会议，对新

区发展进行谋划部署。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王君正在会上强调，要在

优化环境上实现新突破，营造宽松稳定的政策环境、文明诚信的市场环境、

高效优质的服务环境、尊商亲商的社会环境，最终形成全国一流的经济发

展环境。

长春市委常委、长春新区党工委书记孙亚明在会上对增强企业服务效能

提出明确要求，要通过创新驱动、政策吸引、基金扶持和优质服务，使产业迅速

集聚。

这是长春新区建设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吹响了长春新区强化软环境建

设推动新区创新发展的“冲锋号”。

瞄准大数据产业
打造东北亚国际大数据中心

长春新区将是中国未来发展最有生命力的区域之一。如何才能生机勃

勃？就是始终把握时代最新科技。长春新区提出，积极运用互联网和物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优质的信息基础设施体系、便捷高效

的信息感知和智能应用体系。大力发展互联网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与智

慧城市相关联的产业项目，实施智慧社区、智慧市政、智慧城管、智慧消防、智

慧政务等系统工程建设，提升城市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水平。

“华为是龙头，但我们瞄准的是整个大数据产业。”当华为代表第一次到

长春高新区参观考察时，长春市委常委、长春新区党工委书记孙亚明就做出

部署——成立大数据产业领导小组。长春新区发展大数据产业的雄心壮志

与高瞻远瞩，一览无余。

长春新区在信息平台建设方面将在全省作出示范，以华为集团为龙头企

业建设东北亚国际大数据中心。依托东北亚大数据中心，整合域内政务、产

业、科研、生态、电子商务、物流等大数据资源，加快建设云计算、卫星云数据、

跨境电商和智慧物流云数据、车联网云数据、智能制造云数据、精准农业云数

据等六大基地，打造成为东北亚高端智能制造支撑平台、东北亚现代服务业支

撑平台、东北亚大数据产业聚集平台、东北亚区域信息消费数据平台，推动长

春新区成为大数据人才、数据资源、行业资本和企业汇聚的智慧新区。

华为云数据中心项目的开工也标志着长春新区以华为为龙头，以普洛斯、

上海宇培等电子商务中心为支撑，整合现有大数据资源，占地1.5平方公里的

国内一流的云计算大数据产业基地启动建设。

“华为项目已经顺利开工，然而项目建设的后期工作更加重要。我们将借

鉴国际国内推进云数据中心建设的先进经验，进一步创新举措，优化服务，保

障华为项目竣工和投入使用的时间。”长春高新区动漫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办

公室主任白洪义说，在长春新区的协调推动下，目前华为公司与吉林省中云数

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达成协议，过渡机房使用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今年6月之

后即可实现运营。

长春新区与华为联合
打造四大产业中心

围绕长春已有支柱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诉求，结合华为企业云技术

资源优势，长春新区将与华为联合打造四大产业中心。今年，华为企业云计划

在长春建设一个云服务节点，作为东北亚地区核心汇聚节点，承接东北亚地区

云服务业务。

东北亚高端智能制造支撑中心：建设智能制造产业支撑服务云平台，打造

东北高端智能制造支撑中心，利用互联网+模式完善产业配套，营造智能制造

产业生态，助推长春市产业转型升级。

打造东北亚大数据产业聚集中心：充分发挥长春区位、成本优势和华为在

大数据领域的全球领先技术，将长春打造成大数据的存储及处理中心，重点服

务于动漫渲染、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相关大数据行业，打造大数据产业集群。

打造东北亚现代服务业支撑中心：利用云计算，打造东北亚现代服务业支

撑中心，重点服务于现代汽车、物流仓储、电子商务等现代服务产业，吸引一批

产业链上下游相关企业来长春发展，立足长春，服务于东北亚地区。

打造区域信息消费中心：利用华为云计算平台，构建区域信息消费中心。

一方面，长春可以依托云平台打造政务云等典型的行业云应用，并向全省推

广。另一方面，把长春打造成为区域的信息消费支撑中心，建设工业云平台、

创客平台，服务全省企业，推动区域产业升级转型。

一次之举，照射过去，昭示未来。相信，有了31天、28天乃至更短的时间

内让项目落位、开工的速度与魄力，长春新区一定会在新一轮振兴的大潮中站

稳排头。

华为云数据中心效果图华为云数据中心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