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卢莹将吉林省广播电视大学会

计电算化专业毕业证书不慎遗失，证书
编号：51230520010604139，声明作废。

●吉林省北佳中药材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将开户许可证丢失，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2462000072602，开户许可
证账号：20322062200100000098961，法
定代表人：刘钰才，开户银行：中国农业
发展银行靖宇县支行，声明作废。

●谢忠奇高空特种作业证丢失，身
份证号：220721198502213215，声明作

废。
●王利高空特种作业证丢失，身份

证号：220721198602180414，声明作废。
●伊通满族自治县伊通镇北冰洋

狗 肉 冷 面 城 将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220323195709270417丢失，声明作废。

●吉林省通晟路桥有限公司李春

财将二级市政专业建造师执业印章一
枚丢失，注册编号吉222080803644，特
此声明作废。

●嘉惠红树湾小区业主王雪竹购
买6号楼2单元708室住房的契税、印
花税和公共维修基金的收据丢失，编号
分别为0012300和 0012015，现声明作

废。
●李野人民警察证丢失，警号：

104691，声明作废。
●孙颖将中央公园购房定金收据

丢失，收据号2443676，金额1万元整，
特此声明作废。

●赵阳警官证丢失，警官证号：
103714，声明作废。

●长春市草船借鉴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将税务登记副本丢失，纳税识别
号：220103333843954，将营业执照副本
丢 失 ，营 业 执 照 注 册 号 ：

220103000096000，将组织机构代码证
副本丢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
码证号：33384395-4，声明作废。

●吉林省中辰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将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证号为（吉）JZ
安许证字[2014]003250-2）丢失，声明
作废。

●吉林省荣发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将奥迪Q7车辆一致性证书、货物进口
证明书丢失，发动机号：CRE055591，大
架号：WAUZZZ4M6GD016170，特此声明。

●李广欣将榆树市和泰府小区5

栋3单元1106室，面积：96.4平方米，购
楼收据丢失，声明作废。

●吉林省百纳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机 构 信 用 代 码 证 证 号 为 ：
G1022010303069020X吉林省百纳消防
工程有限公司将机构信用代码证丢失，
声明作废。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东北电
力设计院有限公司遗失2017年3月14
日开具的吉林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
与发票联）一份（二联），发票代码
2200162130，发票号码01481679，已开

具并盖发票专用章，现声明作废。
●李柏林和刘丽丽婚生一子，姓名

为李彦希，2011年3月31日出生，出生
医学证明丢失，编号：L220143685，声明
作废。

招标公告
吉林省元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

标法》和吉林省水利厅以吉水技【2017】161号的审批文件，受永吉县星
星哨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项目建设管理办公室的委托，对星星哨灌区现
代化改造试点2017年度工程-设备采购进行国内公开招标。1.招标编
号：JLYC-【2017】-08。2.招标项目：星星哨灌区现代化改造试点2017
年度工程-设备采购。3.标的内容：信息化及量测水工程硬件采购、安
装调试、软件开发；4.服务期：2017年5月31日至2018年5月31日。
5.投标人资格要求：5.1投标人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
承担民事责任能力；持有合法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企业；5.2具
有工业和信息化部或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颁发的计算信息系统
集成叁级或叁级以上资质。5.3具有软件企业认定证书或者灌区管理
系统软件产品著作权证书；5.4具有近三年灌区信息化项目相关业绩；
5.5近三年良好的财务状况良好，能满足本招标项目实施需要；5.6信
誉良好，无不良履约记录。5.7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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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招标文件发售：合格的投标
人可于2017年4月07日-2017年04月13日每天（节假日除外）8：30分
～11：30分、13：00分～16：00分到吉林省政务大厅（长春市人民大街
9999号）吉林省元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购买招标文件需提供授权
委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原件及投标人资格要求内的原件及复印件
加盖公章。招标文件售价每套1000元人民币。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
体投标。8.投标及投标截止时间：所有投标书应于2017年04月28日
下午13：00时之前送达至开标地点，逾期送达或不符合规定的投标文
件恕不接受。9.开标时间及地点：定于2017年04月28日下午13：00
时在吉林省政务大厅（长春市人民大街9999号）四楼开标室公开进行，
届时请各投标人委派代表出席开标会。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
代理人参加投标时，应出示本人身份证件。10.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次
招标公告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中国政府采购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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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人名称：永吉
县星星哨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项目建设管理办公室，联系人：魏先生，
电话：0432-64118219。招标机构：吉林省元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联系人:韩先生，联系电话：0431-89363399。2017年3月28日

招标公告(二次)
(JLZC-17013)

布尔哈通河0#、2号拦河坝维修工程已由国家批准建设，项目招标
人为延吉市河道综合管理处，建设资金为市级资金。工程已具备招标
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一、招标项目：布尔哈通河0#、2号拦
河坝维修工程。二、工作内容：管材、管件。三、投标人资格和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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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具备大型以上的水利部颁发的水利工程产品使用许可证，近三年内有
同类设备供应的业绩。（3）投标人近三年财务状况良好，能满足本招标
工程实施需要。（4）信誉良好，无不良履约记录。（5）有独立法人资格，
有供货能力。（6）生产企业注册资金在500万元以上（含500万元）。（7）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投标。四、招标文件发售。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
于2017年4月7日至2017年4月13日（法定节假日休息）每日上午8：
30时至11：00时，下午13：30时至16：00时（北京时间，下同），将单位
开具的介绍信（含被授权人联系电话及邮箱）、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
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法人授权委托书
（有企业法人签名真迹）、被授权人身份证等加盖公章后的扫描件，发
送到邮箱jlzczb@126.com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投标单位，将标书款
汇到指定账户后，招标文件发送到投标单位指定的联系信箱。招标文
件售价：人民币1000元，未足额交纳招标文件成本费的，招标人不予受
理。五、投标要求。1、投标人投标时应附交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保证
金。2、接受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为2017年 4月27日上午9：00时。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开标时间为2017年4月27日上午9：00时。开
标地点为吉林省中诚招标有限公司（延吉市长白路28号）。建设单位：
延吉市河道综合管理处，联系人：李勇虎，联系电话：0433-2861985。
招标代理单位：吉林省中诚招标有限公司，联系人：张红艳，联系电话：
0433-2908793、2908769。

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采购安保服务项目单一来源采购征求意见公示
采购项目名称: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采购安保服务项目
采购方式：单一来源采购
单一来源拟采购供应商名称、地址：长春保安集团有限公司，经济

技术开发区世纪大街3697号。
经宽城区财政局采购办批准，现拟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进行招

标，并征求潜在供应商意见。
意见征求时间为2017年3月28日至2017年4月1日(五个工作

日)。本公示同时在中国政府采购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长春市政府
采购网、长春市宽城区政府采购网、吉林日报上发布或向招标代理机
构咨询。

采购人名称：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电话：13134499807。代理
机构：中联造价咨询有限公司，电话：0431-89166877。

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JLXR-GC2017-008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2017年白城市洮儿河灌区中央农田水利
设施建设项目已由白城市水利局以白水【2017】20号文件批准建设，建
设资金为中央水利发展资金。招标人为白城市洮儿河灌区建设管理
局，招标代理机构为吉林省星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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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位于白城市洮儿河灌区。招标内容：渠道土方及衬砌工程、闸工程、
涵管桥工程、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临时工程等。计划工期：2017
年5月15日至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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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叁级以上（含叁级）资质的企业法人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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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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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7日至2017年4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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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4日上午9：00时，地点为白城市政务大厅5楼
会议室（地址：白城市公园东路14号）。6.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
公告同时在《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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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城市洮儿河灌区建
设管理局 联系人：蒋晓红 联系电话：0436-5011210 招标代理机构：
吉 林 省 星 瑞 工 程 咨 询 有 限 公 司 联 系 人 ：田 润 联 系 电 话 ：
0431-81682210

王秀杰将坐落在合隆高中住宅楼5-9-302的
房屋，栋号为5100600007980107，产权证号为
N.O11115515的房屋所有权证遗失，现声明作废，
如无异议15日补发该房屋所有权证。

农安县乡镇房屋产权管理中心
2017年3月24日

公 告
房屋所有人李祥东将坐落在：磐石市东宁街

龙泰花园二期BC栋-1层9号，结构：混合，建筑面
积 ：61.12 平 方 米 ，所 有 权 证 号 ：
0022018011900022919的房屋所有权证遗失，现
声明作废。

申请人：李祥东
2017年3月27日

遗失声明
产权人（孟宪兰）将长房权字第20130837号

的《房屋所有权证》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补发公告

经长岭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审核，相关权利人
从公告之日起，15日内无人提出异议后，将予以补
发新的《不动产权证书》。

长岭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7年3月23日

声明作废
房屋所有人肖云龙将坐落于江源区孙家堡子

街一委，建筑面积：82.16平方米，用途：住宅，产权
证号：120728号的房屋所有权证遗失，现声明作
废。对上述房屋所有权证，经一个月无异议，将予
以补发。

白山市江源区房屋产权管理中心
2017年3月27日

遗失声明

产权人（李旭）将长房权证村建字第20130606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补发公告
经长岭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审核，相关权利人

从公告之日起，15日内无人提出异议后，将予以补
发新的《不动产权证书》。

长岭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7年3月23日

声明作废

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JLTXY-[2017]-094

1、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龙井市2016年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
程已由龙井市发展和改革局以龙发改字[2017]78号文件批准建设，建
设资金为省级奖补资金。招标人为龙井市水利局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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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位于龙井市境内。工程名称：龙井市2016年农村饮水
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招标编号：JLTXY-[2017]-094；招标内容：建筑工
程、机电设备及安装、临时工程等。计划工期: 2017年 5月 15日至
2017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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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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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
月10日至2017年4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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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3日上午9：
00时，地点为延吉市政务大厅6楼开标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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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井市水利局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建设管理办公室 联系人：全世民 联系电话：13944762132
招标代理机构：吉林省同欣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蔡立红 联
系电话：18626627185 0431-81331333

吉林省哈达山松原灌区工程乾安灌片施工(第十
九标段）安字泵站出水工程二次招标公告

项目编号：20170209-GC02-G
一、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吉林省哈达山松原灌区工程乾安灌片

已由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吉发改审批字[2015]147号文件批准
建设，建设资金为中央、省级及地方配套资金。招标人为松原灌区乾安
工程建设管理指挥部办公室，招标代理机构为长春高建招标有限公
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施工公开招标。二、工程概况
与招标内容：2.1工程名称：吉林省哈达山松原灌区工程乾安灌片施工
( 第 十 九 标 段 ）安 字 泵 站 出 水 工 程 。 2.1.1 项 目 编 号 ：
20170209-GC02-G；2.1.2招标范围：主要施工内容包括860.9m长的管
道、泵站检修闸、电气设备安装工程、金属结构设备安装工程、交通工
程、施工临时工程及环境保护工程等；2.2计划工期：2017年05月16日
至2018年12月31日。2.3建设地点：乾安县。 2.4工程质量要求：符
合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的合格工程。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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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经理必
须具有水利水电工程专业壹级以上（含壹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技术负
责人必须具有水利水电工程专业高级及以上职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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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信息已在
吉林省水利厅登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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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招标文件的获取4.1凡有
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7年04月07日至2017年04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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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
文件成本费为3000元，投标人在递交投标文件时交纳给招标代理机
构。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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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05月 08日上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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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jlssljsxx.com、吉林省建
设信息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中国水利报》、《吉林日报》、吉林省公共
资源交易信息网上发布。七.联系方式:招标人：松原灌区乾安工程建
设管理指挥部办公室;地址：吉林省乾安县;联系人：王部长、米部长;电
话：13756726667、13500945108；招标公司：长春高建招标有限公司；地
址：长春市；联系人：王志娟；电话：0431-85832429-802

一.招标条件:镇赉县污水处理
厂二期工程项目已由镇赉县发展和
改革局以“镇发改审批字［2016］424
号”文件批准建设，资金来源为政府
性资金。招标人为镇赉县振兴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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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该项目的EPC（设计-采购-施工）总承
包商招标进行国内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2.1建设内
容及建设规模:日处理1.5万立方米，建筑面积3402平方米，建设管线
5550米及购置相关设备；2.2 建设地点：镇赉县经济开发区东北；2.3
招标范围：本次招标拟选定项目的EPC（设计-采购-施工）的总承包商，
其将承担本项目的勘察、设计、建筑安装工程施工、设备采购、调试、试
运行、修补缺陷等工作；2.4项目估算总投资：8150.4万元。2.5 计划
工期：计划工程开工日期：2017年 4月 22日，计划工程竣工日期：
2019年3月15日计692日历天；2.6质量标准：合格；执行《城镇污水处
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标准中的A类标准。三.投
标人资格要求:3.1投标人：投标人应为中国境内依法注册的独立法
人。设计单位应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市政行业给排水专业
（燃气工程、轨道交通工程除外）甲级或专业甲级以上资质，同时具有勘
察专业甲级资质；施工单位须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或贰
级以上资质，及安全生产许可证。3.2投标人具有类似项目业绩，并在
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能力。3.3投标人须为本项目派出
一位设计负责人及一名项目经理，设计负责人必须具备高级工程师或
高级工程师以上职称，施工项目经理需具备市政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
造师资格及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证书且无在建工程（由上级行政主管
部门出具证明，否则按废标处理）3.4 投标人近三年财务状况良好（不
亏损），无破产、资产被冻结、接管等情况发生。（提供近三年度财务审计
报告，即2013年、2014年、2015年）。3.5本工程接受联合体投标。单
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
标段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联合体成员须提供联合体
协议，并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及分工，联合体必须满足申请人资格条件的
全部规定,联合体各方签订共同投标协议后，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投
标，也不得组成或参加其他联合体在同一项目中投标。3.6外埠入吉
建筑业企业应按照吉建管〔2015〕50号、吉建管〔2016〕1号文件办理企
业信息登记。3.7拒绝列入政府取消投标资格记录期间的企业或个人
投标。3.8投标人在投标前到检察机关办理关于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
人的无行贿犯罪记录的《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
四.投标报名: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7年3月28日 至 2017
年4月1日（节假日休息除外），每日上午9：00时至11：00时下午13：30
时至16：00 时（北京时间，下同），到镇赉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四楼405室
填取建设工程投标企业备案表。4.2购买招标文件时，须提供如下资
料的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3份：（镇赉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招标代

理公司、投标单位各留一份）（1）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副本（联合体各方均须
提供）；（2）企业资质证书副本（联合
体成员中设计单位、施工单位提供）
(持有新版资质证书的投标人可提供

与新版资质证书副本同样大小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鲜章）的复印
件)；（3）企业法人身份证复印件（联合体各方均须提供）；（4）法人代表
授权委托书（提供联合体牵头人）（5）被授权人本人身份证；（每家联合
体投标单位只能授权1人办理投标报名及招标投标相关事宜，该授权
人必须出示身份证原件，整个招标过程不得更换授权人）；（6）若投标单
位为联合体，须携带联合体协议书。（联合体协议书格式自拟）五.招标
文件的获取:5.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7年3月28日 至 2017年
4月1日（节假日休息除外），每日上午9：00时至11：00时下午13：30时
至16：00 时（北京时间，下同），在镇赉县建设工程交易中心（镇赉县团
结西路1229号、广通小区7号楼）登记报名，购买招标文件。5.2 招标
文件每套售价2000元，售后不退。5.3购买招标文件时，须提供如下资
料的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3份：（镇赉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招标代
理公司、投标单位各留一份）（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联合体各方均
须提供）；（2）企业资质证书副本（联合体成员中设计单位、施工单位提
供）(持有新版资质证书的投标人可提供与新版资质证书副本同样大小
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鲜章）的复印件)；（3）企业法人身份证复印件（联
合体各方均须提供）；（4）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提供联合体牵头人）（5）
被授权人本人身份证；（每家联合体投标单位只能授权1人办理投标报
名及招标投标相关事宜，该授权人必须出示身份证原件，整个招标过程
不得更换授权人）；（6）若投标单位为联合体，须携带联合体协议书。（联
合体协议书格式自拟）六.投标文件的递交:6.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
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17年4月17日 9时30分，地点为镇赉
县建设工程交易中心（镇赉县团结西路1229号、广通小区7号楼）二楼
会议室。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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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投标申请人在提交投标文件时，应按照有关规定提供不
少于人民币叁拾万元的投标保证金或投标保函。6.4 有效投标人不足
三家时，招标人另行组织招标。6.5 投标人报价为暂定价，投标人报价
须经镇赉县财政局评审中心审定，审定后的单价及总价为合同实际执
行的价格。投标人必须出具关于此条款的承诺书（详见附件七）。未出
具承诺书或出具的承诺书不符合要求的视为无效投标书。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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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同时发布。八.联系方式:招
标人：镇赉县振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地址：镇赉县 联系
人：张主任 联系电话：0431-85119170 招标代理机构：法正项目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长春市临河街与南三环交汇南行300米中海国
际广场A座1505室 联系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18584368462 招标
监督管理部门：镇赉县建设工程招投标办公室 2017年3月28日

招标公告（资格后审）
镇赉县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EPC（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商招标

招标项目编号：JLFZ2017-018

招标公告(竞争性谈判)
采购编号：JLDJ201725

根据白城市城市总体规划和白城市生态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及生
态新区建设发展的需要，对新区内征收测量（绘）项目进行政府采购竞
争性谈判形式招标。一、项目名称：白城市生态新区征收测量（绘）机构
服务项目二、测量（绘）范围、内容：白城市生态新区征收过程中涉及地
形测量、规划测量、建筑工程测量、不动产测量、地籍测绘、房产测量等
测量（绘）项目。三、服务周期：自项目征收公告开始，至征收工作结束
终止。四、服务标准：测量（绘）结果应符合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测量
（绘）公司对测量（绘）结果负责，并承担法律责任。五、服务地点：白城
市生态新区六、投标人资格条件：投标人参加本次采购活动除应当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外，还必须具备：（1）
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册的有效的营业执照；（2）具有测量（绘）丙
级及以上资质；（3）三年内无不良记录（以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公布为
准）；（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七、购买采购文件时投标人须携带以下资质证明文件：1、营业执照副本
（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2、税务登记证（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3、
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4、法人代表授权委托
书原件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如法定代表人本人参加，则不需授权
书，只须提供本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企业测量资质证书（原件复印
件）；6、测量（绘）业绩（2014-2016）（加盖公章）；7、上年度财务报表（加
盖公章）。八、采购文件的发售、投标报名时间、地点：时间:2017年03
月27日至2017年04月01日上午9:00-11:00,下午14:30-16:00。（北
京时间，节假日休息）地点：吉林鼎金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白城
市海明西路46-3门市）九、投标文件的递交：投标截止时间：2017年04
月06日上午09:00时 十、谈判时间及地点：时间：2017年04月06日上
午09:00时地点：吉林鼎金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二楼招标会议
室十一、发布公告媒体：《中国政府采购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吉
林日报》。十二、联系方式：采购单位名称：白城市生态新区建设领导小
组办公室国土规划建设局联系人：姜女士地址：白城市新城区联系电
话：04366982029采购代理机构：吉林鼎金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女士联系电话：0436-5087227、3607778 地址：白城市海明
西路46-3门市

招标公告
吉林省德惠市农业综合开发2017年菜园子镇高标准农田项目已

具备招标条件，招标人为德惠市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现对该项目进
行公开招标。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7年03月28日至2017年04
月01日，每日上午8：30时至11：30时，下午13：00时至16:00时，在长
春市人民大街9999号,人民大街与蔚山路交会处吉林省政务大厅四楼
吉林省东建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招标窗口按照相关要求提供相关材
料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报名并购买招标文件。详细内容请登陆吉林
省建设信息网、吉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吉林省建设项目招标网、
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或向招标公司咨询。招标人：德惠市农业综合开发
办公室;招标代理机构：吉林省东建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联系人：翟
洋 电话:0431-86768198、13134474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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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Email:jlrbBS3BS@163.com 电话：（0431）88600592

奥林匹克运动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罕见的

杰作，它将体育运动的多种功能发挥得淋漓

尽致，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体育的范畴，在当代

世界的政治、经济、科技、哲学、文化、艺术以

及新闻媒介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一系列不容

忽视的作用。可是，四年举办一届的奥运会，

这个以往令人趋之若鹜的诱人“香饽饽”，如

今却成为“烫手山芋”，落得无人申办的尴尬

境地。

迄今为止，罗马、汉堡、波士顿和布达佩

斯等城市都退出了2024年夏季奥运会的申

办。此前，在2022年冬奥会的申办中，奥斯

陆、斯德哥尔摩、克拉科夫和利沃夫先后退

出。一个个申办城市离去的背影，让国际奥

委会背负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国际奥委会认

为，如果再不对申办程序作出改变，那么以后

可能没有城市加入奥运会的申办。

在国际奥委会公布的2024年奥运会申

办城市中，仅有两国城市参加竞选申办，分别

为洛杉矶和巴黎。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明确

表示，这两个城市都可以选择。巴赫要求4

位副主席对于奥运会的决定过程做一些更

改，希望以此决定下两届的主办国，这也意味

着洛杉矶和巴黎极有可能分别成为2024年

和2028年的主办城市，从而确保奥运会在未

来的一段时期更加稳定地发展。

举办奥运会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

要体现，但举办和运营一届奥运会所需的成

本对于一些国家是遥不可及的。举办奥运

会的城市为建设大规模的体育场馆和基础

设施项目要支付高昂的费用，举办奥运会的

安全成本可能高达数十亿美元。举办奥运

会将会耗费大量税金，但是其产生的经济效

益从近几届奥运会举办的经验来看似乎并

不是特别乐观。

尤其是有关举办之后如何经营、管理和

利用奥运会场馆至今仍是世界性的一大难

题。从雅典到索契再到最近一次的里约，奥

运场馆都处于不同程度的废弃状态。以里约

奥运会为例，现如今里约的8个奥运场馆基

本废弃，有些地方甚至杂草丛生无人问津，引

起国际舆论极大争议，这让很多国家办奥运

的热情冷却了一大半，奥运会变成了一个城

市难以负担的梦想。

其实并非退出的国家不想办奥运会，只

是如今举办奥运会的成本越来越高，原本能

提升国际地位、能赚大钱的体育盛会，如今已

经变成赔本赚吆喝的买卖。比如目前正在筹

办的东京奥运会，运营费用已超过44.3亿美

元，而拉到的赞助只有34.5亿美元。

随着时代的发展，想靠奥运会赚钱大多

难以实现。面对2024年和2028年的奥运会，

也许可以勉强指定这两个国家申办，但之后

的奥运会如果没有哪个城市愿意申办，那又

该如何解决呢？寄望国际奥委会从自身找原

因，最终能拿出一套合理的方案，让奥运的光

环更贴近每一个人的内心。

奥运申办缘何遇冷
张 宽

近年来，四平市公安局铁西分局在抓好思想教育的同时积极组织民警开展“我运动

我健康 我快乐”体育活动，激发民警们的凝集力和战斗力。图为近日他们组织开展的乓

乓球比赛。 张树森 摄

本报讯（记者景洋 张宽）3月26日，2017

年吉林省社会足球产业发布会暨吉林省第一

届社会足球公开赛（吉超联赛）启动仪式在长

春市中东新天地购物公园举行，本次活动也是

由前国脚郝海东发起的全民足球节活动的吉

林省分会场。

据悉，首届吉林省社会足球公开赛将由省

内7个地级市和3个县级市组成，分别是长春、

延边、吉林、松原、白城、四平、通化、长白山池北

区、伊通、梅河口将首先进行分区赛，最终共角

逐出10支冠军球队，将在9月进行本年度的总

决赛。长春赛区的启动仪式也同步开始。

吉超联赛正式启动

本报讯（记者董博）长春市体育总会、长

春市太极拳协会3月26日召开表彰会，会上

总结了2016年太极拳工作，提出了2017年太

极拳工作任务，并表彰了在2016年太极拳工

作中取得成绩的先进个人和先进辅导站。

2016 年，长春市太极拳在全市开展了

14场太极健身活动，组队参加了国家、省、

市赛事，通过一系列活动宣传和普及太极

拳，取得良好社会反响。今年，长春市太极

拳协会将继续培育壮大太极拳队伍，丰富

太极拳活动内容，推动太极拳运动全面健

康可持续发展。

长春太极拳协会召开表彰会

本报讯（刘喆）今年以来，农发行长岭县支行努力为职工创

造良好工作环境，将“建家”工作落到实处，积极开展利于身心健

康的体育活动。日前，他们组织员工举办了跳绳比赛。此次跳

绳比赛按照单人跳和双人组合跳进行，以每分钟跳的次数多者

为胜。比赛中，员工们充分展示了青春活力，增强了凝聚力和向

心力，丰富了业余生活，强健了体魄，取得了良好效果。

跳绳赛展风采

（上接第一版）示范建设“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目前正在逐户

调研，共同确定联系工作方案。同时，我省在营造民营积极投资

发展环境，引导民营企业开拓市场，帮助民营企业降本减负，促

进民营企业重大项目建设，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改革示范等内容，

做出了7个方面制度性安排，以带动市县政府领导联系民营企

业工作，促进民营经济各项政策措施落实。

“在制定省政府领导联系民营经济工作制度的同时，考虑到

国有企业是老工业基地的脊梁，必须毫不动摇地把国有企业的事

情办好。”孙大维说，省工信厅选择了部分国有企业作为重点联系

服务对象，突出营造改革发展环境、促进国有企业转型升级和创

新发展。重点协调推进“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协调配置金融、电

力等系统资源，保障企业生产要素供给，促进降本减负。加强产

教融合，培育现代产业工人，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软环境建设说到底还是要靠发展来解决。”孙大维表示，按

照以有效投资推进产业转型、以动能转换推动供给升级、以先进

技术提升供给水平、以管理创新增强供给质量、以互联网+夯实

供给基础的总体思路，我省在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

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取得积极进展，全省主导产业正在由汽车、

石化、农产品加工向汽车、农产品加工、医药、装备、石化五大支

柱产业形态演进，从根本上改变“一柱擎天”和“二人转”的单一

产业格局。

今年，省工信厅将继续从5个方面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第

一，突出分业施策促转型。省工信厅制定了三年行动计划和十

大产业实施方案，并将行业转型目标落实到具体项目，现已规划

986个总投资5000万元以上项目，总投资达到5348.9亿元。第

二，突出项目达产见效促转型。继续开展工业项目达产见效行

动，推动重大工业项目早日发挥效益。第三，突出央地融合促转

型。重点推动吉化与地方再造吉林丙烯产业链；吉林化纤与中

国建材合作，推动建成全国重要碳纤维基地。加快协调推进一

汽客车与地方重点开发氢能源汽车，中航发北方维修基地，长客

公司与大族激光协同建设激光再造园区等一批重大央地融合项

目。第四，突出创业创新促转型。积极推进高性能符合材料、先

进医疗器械、秸秆生物利用等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统筹各方资

源，形成从研发成果到项目孵化、再到产业化的创新驱动平台。

第五，突出对口合作促转型。加强与浙江、天津对口合作，对标

先进标准，支持长春市创建“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