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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师东安”杯2016长春儿童绘画大赛6月17日启幕，目前已圆满结束。本次大赛

历时近两个月，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共有1100余组家庭报名参与，共收到少儿

书画作品1500幅，有近200家幼儿园及绘画机构参赛，累计实现线上投票57000余次，

点击量超21万次。此次参赛的作品形式多样，创意新颖，涵盖了国画、水彩画、素描、儿

童画等多种题材，孩子们用独特的想像与绘画视角，描绘出了他们心中多彩的世界。为

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展示才艺的平台，本次大赛的组织者——信达东湾半岛、东北师范大

学东安实验学校，特在本报刊登网络投票及专家评选出的优秀作品，以此鼓励孩子们创

作更多更好的绘画作品。

《《春春》》蒋博涵蒋博涵 7272中学小学部中学小学部

《《梦幻森林梦幻森林》》
赵郡琪赵郡琪 省直机关第一幼儿园省直机关第一幼儿园

《《放飞梦想的女孩放飞梦想的女孩》》
聂沛瑶聂沛瑶 宽城区第二实验小学宽城区第二实验小学

《咏梅》李锦鸽 宽城区实验小学

《《大花牛大花牛》》周煜薪周煜薪 阳光培训学校阳光培训学校

《《小松鼠小松鼠》》刘茉涵刘茉涵 吉的堡幼儿园吉的堡幼儿园《《太空太空》》伍利恩伍利恩 哥伦比亚华瀚四季园哥伦比亚华瀚四季园

《春暖花开》
郑怡彤 长春（香港）伟才幼儿园

《《SUMMERSUMMER》》王译茁王译茁 哥伦比亚东湾半岛园哥伦比亚东湾半岛园

《《年年有余年年有余》》于峥于峥 东长小学东长小学

《《神秘的海洋世界神秘的海洋世界》》
于竟皓于竟皓 长春长春（（香港香港））伟才幼儿园伟才幼儿园

《《乡村乡村》》倪傲松倪傲松 力旺实验小学力旺实验小学

《明媚的太阳花》王赫晨 阳光培训学校

《《我的小兔兔我的小兔兔》》
王姿雅王姿雅 哥伦比亚幼儿园哥伦比亚幼儿园

《《田园田园》》蔡欣澎蔡欣澎 哥伦比亚净月分园哥伦比亚净月分园

《《大公鸡大公鸡》》李牧容李牧容 翰思国际中海幼儿园翰思国际中海幼儿园

《《海的故事海的故事》》
赵孟涵赵孟涵 经开六一幼儿园中东园经开六一幼儿园中东园

《《鱼的世界鱼的世界》》李双屿李双屿 哥伦比亚幼儿园哥伦比亚幼儿园

《《天鹅天鹅》》朵兰朵兰 省直机关第一幼儿园省直机关第一幼儿园

《《狮子和兔子在一起狮子和兔子在一起》》
宋冰冰宋冰冰 汽车区第七小学汽车区第七小学

杯儿童绘画大赛优秀作品选登

传传递递保保险险资资讯讯 发发布布理理财财信信息息

太保寿险资讯平台太保寿险资讯平台

栏目加盟热线
0431-88600717

太平洋保险首席赞助上海艾萨克·斯特恩
国际小提琴比赛开幕

日前，由太平洋保险首席赞助的首届上海艾萨克·斯特恩
小提琴比赛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正式开幕。作为全球首个
由职业交响乐团创办的国际性音乐赛事，上海艾萨克·斯特恩

国际小提琴比赛在中国落户，大赛评委会云集了多位活跃于当

今古典乐坛的领军人物，为上海这座文化和艺术之都又增添了

一抹亮色。

太平洋保险董事长高国富在致辞中提到，“从2009年起，

我们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打造了‘乐行天下’全国交响乐巡演

品牌化活动，为助力国家文化建设、提高国民文化素质起到了

良好的推动作用。此次中国太平洋保险首席赞助上海艾萨克·
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是我们助力文化事业发展的又一次全
新尝试。音乐让生活更美好，保险让生活更美好。”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大赛最佳中国作品演绎奖——“太平
洋之星”由太平洋保险独家冠名。今年，该奖项以《梁山伯与祝
英台》为规定曲目，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海内外参赛
选手将通过对这首作品的演绎，感悟中国音乐的魅力，从而成
为中国音乐文化的传播者。

与著名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先生毕生致力于指导、栽

培和提携新人一样，太平洋保险十分关注选手们对音乐精神的

领悟与诠释，并将邀请大赛获奖选手加入到“乐行天下”品牌化

活动中，为他们提供国内巡演的舞台，增进与中国观众间的交
流。 （张小磊）

太平洋保险首推
冠状动脉内支架置入手术意外保险
日前，太平洋产险厦门分公司推出首个为冠状动脉介入治

疗术中、术后提供全程保障的保险产品——冠状动脉内支架置

入（PCI）手术意外险,并成功签下首单。后续，太平洋产险计划

将该产品进行全国推广。

与目前市面上已有的手术意外保险仅保障手术期间的身

故和残疾不同，此次太平洋保险推出的冠状动脉内支架置入

手术意外保险不仅为患者提供因冠状动脉内支架置入术意

外或麻醉意外导致的术中身故或残疾，对于因手术导致的并

发症、术后复发等也提供保险保障，同时也为PCI术后患者出

院后提供健康管理服务，能更有效改善AMI患者PCI术后危险

因素，让患者不再有后顾之忧，减少患者的复发风险和再住

院率及经济压力，也是冠心病患者进行术后康复管理的强有

力保障。 （张小磊）

太保安联创新推出
“爱家有约”家庭高端医疗保险产品

近日，太保安联推出“爱家有约”综合医疗保障计划，该产
品围绕高端客群个性化需求，以家庭作为投保团体，整合全国
优质的公立和私立医疗网络资源并提供贴心的专家预约及直
接结算服务，满足高净值人群一次投保、全家共享、高额保障、
长期可续、省时省力等需求。

据了解，“爱家有约”保障计划分为A、B、C三档，以家庭为
单位一次性为本人、配偶及子女共同投保，人均年保额最高可
达200万元，保障内容涵盖住院保障、门急诊保障、门诊大病保
障及紧急医疗保险金保障。与此同时，客户还可根据需求，选
择牙科、眼科、体检疫苗等责任。此外，“爱家有约”还为每位家
庭客户提供24小时远程客户经理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爱家有约”为高端家庭客户提供医疗
网络内的免现金直接结算服务，客户可通过远程客户经理
提前预约网络医院内专家就诊，在接受完各项诊疗服务后
无需向医院支付保障范围
内的任何医疗费用，由太
保安联与医院进行费用结
算，免去了繁琐的理赔流
程。 （张小磊）

招标公告
2016年乾安县第二批中央农田水利建设补助资金项目已由乾安

县水利局以乾水字[2016]44号文件批准建设，建设资金为中央农田水
利建设补助资金。招标人为乾安县水利局农田水利建设资金项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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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
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本项目设备采购进行国内公开招标。一、招标
内容。本项目位于吉林省乾安县境内，本次招标共分为二个标段。一
标段：潜水电泵等采购；招标编号：FGJL-DLH2016008-1。二标段：绞盘
式喷灌机等采购；招标编号：FGJL-DLH2016008-2。交货日期：2016年
11月20日前按业主要求陆续供货。招标货物详细内容见招标文件供
货清单及技术文件。二、资格审查条件。1.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
格的生产厂家。2. 财务状况良好，满足本项目实施的需要。3. 本项
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三、招标文件的发售。1．购买招标文件时需
携带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
代表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及具有法定代表人签名真迹的授权委托
书原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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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文件售价（人民币）：每份1000
元整。售后不退。3．招标文件出售时间为2016年9月5日至2016年
9月9日每天上午08：30-11：30，下午13：00-16：00（北京时间，节假日
除外），过期不予受理。四、投标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及地点。投标截
止时间、开标时间为2016年9月29日上午9:00时（北京时间），地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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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委托人准时参加。招标人：
乾安县水利局农田水利建设资金项目管理办公室，联系人：王鹏，联系
电话：0438-8222165。招标代理机构：北京泛华国金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联系人：赵冰，联系电话：0431-89859616。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长春市永春河综合治理工程（八一水库

大坝至三佳湖景观桥）已由长春市水利局以长水行审字【2016】16号文
件批准建设。招标人为长春市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招标代理机构为
中经国际招标集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为长春市水利防洪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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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位于高新区与南关区（南部新城开发区）交界区域。
本次招标共分二个标段：项目1：长春市永春河综合治理工程（八一水
库 大 坝 至 三 佳 湖 景 观 桥 ）一 标 段 ，招 标 编 号 ：CEIT-
CL-JL-CZGC-160863-1。项目2：长春市永春河综合治理工程（八一水
库 大 坝 至 三 佳 湖 景 观 桥 ）二 标 段 ，招 标 编 号 ：CEIT-
CL-JL-CZGC-160863-2。二个标段招标内容：建筑工程、机电设备及安
装工程、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施工临时工程、水土保持工程、环
境保护工程等。二个标段计划工期: 2016年10月10日至2017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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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级以上（含壹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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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5
日至2016年9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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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文件成本费为一标段2000
元，二标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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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截止时间，下
同）为2016年9月26日上午9：00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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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建设信息网、吉林省公共资源交易
信息网上发布。招标人：长春市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联系人：贾方，
联系电话：0431-81874797。招标代理机构：中经国际招标集团有限公
司，联系人：陈洪彦，联系电话：0431-80807373。

在国网吉林供电公司有这样一个团结奋进、无私奉献的坚
强集体，他们时刻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间，用强烈的责任感日
夜守护着光明，这就是营业及电费部（丰满）吕清森共产党员服
务队。

贴心服务赢好评
营业及电费部（丰满）始终把服务广大电力客户、服务地方

经济发展作为出发点，通过主动走访吉林一汽集团、吉化软信、
科伦康奈尔药业等重要客户，了解其生安全产经营状况和用电
需求，及时提供贴心服务。

2016年，辖区有重点工程6个，该服务队重点跟踪，多次到
用电现场勘查，仅用20天的时间，23个计量点用上了满意电，确
保项目通过政府验收和施工进度，实现了供电企业的增供扩销，
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先后收到客户锦旗2面，感谢信5封，有2
名服务队队员被评为服务地方经济立功个人和先进个人。

“我就到营业窗口填写了用电申请书，别的啥都没用我管，
都是客户经理在办。当天就验收送电了，这服务太贴心了。”温
天文这样说道。温天文是吉林市丰满区一家饭店的老板。8
月17日，他因开设分店向国网吉林供电公司提出用电变更申
请。24小时之后，供电企业就为温天文办好了所有用电手续，

分店顺利开业。
该公司吕清森共产党员服务队对

辖区内新项目实施全程跟踪服务，做
好各个节点的电力保障工作，最快速
度落实服务举措，最大限度满足用电

需求，赢得了广大客户的一致好评。
扶贫助困创和谐

营业及电费部（丰满）吕清森共产党员服务队特别关爱辖
区内孤、寡、老、弱、病、残等困难群体，经常主动提供上门服
务。服务队的队员杨冀，从做抄收员开始，就与80多岁的老人
建立联系，只要老人家里有事杨冀总是第一个到达现场，帮助
老人解决，老人逢人就讲：“认识供电公司的小杨后，用电一点
不犯愁，生活一点也不寂寞”。

丰满区小白山乡敬老院是该单位吕清森共产党员服务队
的重点帮扶对象，服务队经常到这里开展安全用电宣传、爱心
帮扶等活动，为老人们排忧解难。

“服务队一直都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在我院电气改造的时
候，他们从里到外给我们进行了彻底的免费更换。这么多年，他
们不只为提供用电服务，还经常帮我们院打扫卫生，为老人们洗
漱、陪他们聊天……”敬老院院长笑着地说。国网吉林供电公司
营业及电费部（丰满）吕清森共产党员服务队用实际行动诠释雷
锋精神在当代社会的传承，用真诚服务谱写出共产党员服务队
“电力雷锋”的新篇章，架起党与群众的连心桥。 （闫卫杰）

贴心服务奏响城市发展乐章
——国网吉林供电公司营业及电费部（丰满）吕清森共产党员服务队侧记

梅河口市烈士合葬墓塑型改造工程招标公告
招标项目编号：20160859-GC01-G

梅河口市烈士合葬墓塑型改造工程已由梅河口市民政局以梅民
发[2016]50号文件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梅河口市烈士陵园管理处，
资金来自财政投资，投标人须具备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
上资质的法人或其他组织，项目经理须具备建筑工程二级及以上注册
建造师资格,投标者请于 2016 年 8 月 26 日至 2016 年 9 月 1 日 9:
00 -16:00，在梅河口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建设局五楼513室购买招标
文件。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16年9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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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

长春市旧城改造项目（汽开区）工程造价咨询机构选择
招标公告（资格后审）
项目编号：20160853-FW01-F

本招标项目长春市旧城改造项目（汽开区）工程造价咨询机构选
择。招标人为长春市城市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招标范围：
完成长春市旧城改造项目（汽开区）施工阶段全过程的工程造价咨询
服务及工程量清单编制、结算审核等工作。通过本次公开招标，选择3
家造价咨询服务机构，作为长春市旧城改造项目（汽开区）工程造价咨
询服务机构。建设地点：位于汽开区。服务期：施工阶段开始至工程
竣工财务决算完成，具体时间按照招标人要求的时限完成造价咨询任
务。投标人需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造价咨询甲级资质；项目
负责人须具备注册造价工程师资格，不接受联合体投标。凡凡有意参
加投标者请于2016年8月26日至2016年9月1日（法定公休日、法定
节假日除外），每日8：30时至16：30时在长春高新区硅谷大街3355号
硅谷商务五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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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城市发展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女士 电话：0431-81501458 招标代理机
构：长春高建招标有限公司;联系人：姚萍、王丹婷;电话：
0431-85832429转801或人工转810

招标公告
敦化市香水水利枢纽工程淹没区改线公路工程已由国家批准兴

建，项目招标人为敦化市水库移民管理局，建设资金来自省政府债券
资金。工作内容：建筑工程、临时工程。资格审查条件：应具有水利水
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以上（含贰级）资质。购买招标文件条件：投标
人凭本人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书（有企业法人签名真迹）、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资质证书副本、安全生产许可证原件及复
印件购买。招标文件发售：从2016年9月5日起至2016年9月9日（法
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8：30时至11：00时，下午1：30时至
4：00时，过期不再受理。在吉林省中诚招标有限公司出售，每套招标
文件售价为壹仟元整，售后不退。开标时间为2016年9月26日上午
9：00时，在吉林省中诚招标有限公司开标。吉林省中诚招标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红艳联系电话：0433-2908769、2908793。

1. 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 2016年蛟河市第二批中央农田水利
建设补助资金项目 已由蛟河市水利局以蛟水发[2016]39号文件批
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中央专项资金；项目法人及招标人为 蛟河
市水利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办公室 ，招标代理机构为 中经国际招标
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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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工程地点：蛟河市境内；
2.2工程概况：新发河新发村段河道整治841米，小南沟南大村段
沟道整治1108米；2.3招标范围：工程量清单内的工程施工；2.4计
划工期：2016年10月10日至2016年11月30日（51日历天）；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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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法人资格；（1）投标
人必须是具有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以上（含叁级）资质
的企业法人单位且在吉林省水利厅备案；（2）项目经理必须具有
水利水电工程专业贰级以上（含贰级）注册建造师资格和水利行
业主管部门颁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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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经理及技术负责人
必须经省水利厅网上备案。（3）投标人在近五年内承担过类似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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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www.jlssljsxx.com网站公示为准），并在人员、设备、
资金等方面具有承担本标段施工能力；（6）外省施工企业需持省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准的外进施工队伍投标备案通知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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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5日至2016年9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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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水利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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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截
止时间，下同）为 2016 年 9 月 26 日上午 9:30 时，地点为：吉林市
解放西路 16 号政务服务中心七楼开标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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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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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建设信息网上发布。8. 联系方式：招标人：蛟河市水利工程项
目建设建设管理办公室 地址：蛟河市民主路11-3号
联系人：吕凤桐 电话：0432-67250852
招标代理机构：中经国际招标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吉林市丰满区宜山路66号 联系人：朱国栋 张志闯
电话：0432-64656899 2016年 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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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达大街（长德甲三路-长德甲四路南）、中科大街
（规划路—长德乙五路）、兴福大路（甲一街西-龙双
公路）建设工程监理（1标段）招标公告（资格后审）

招标项目编号：20160849-JL01-J
本招标项目远达大街（长德甲三路-长德甲四路南）、中科大街（规

划路—长德乙五路）、兴福大路（甲一街西-龙双公路）建设工程监理（1
标段），1标段为市政公用工程部分（涉铁部分除外）提供施工阶段监理
服务。招标范围：针对本项目施工准备阶段、施工阶段及工程竣工验
收阶段、竣工资料整理及备案阶段、竣工结算和决算阶段提供全过程
监理服务。工程总匡算：145751.0958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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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公用工程监理甲级资质的
法人或其他组织；总监理工程师须同时具备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市
政公用工程专业）资格。不接受联合体投标。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6年8月26日-9月1日每日8：30时至16：00时在长春高建招标有
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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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新区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委员
会 联系人：邹女士 电话：0431-81335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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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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