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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在一场志愿者活动中，一曲萨克
斯《深情海岸》，演绎出优美经典的旋律，让现
场的观众久久回味。表演者叫周青，一名普
通的家庭主妇，观众似乎很难把她与这样一
个并不常见的西洋乐器联系起来。

从小喜欢乐器的周青在2013年的一次朋
友聚会上，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了萨克斯，悠
扬的旋律、奇特的外形，立刻就吸引了她的注
意，并结下了不解之缘。

2014年，她所在的房地产项目结束，赋闲
在家有了时间，她就正式开始学习萨克斯，因
为对吹奏乐器一窍不通，就去找萨克斯表演
者樊春园指导，从基本技法学起，识谱、指法、
练气息。练习的过程艰苦而枯燥，哆来咪发
嗦反复地吹，经常把嘴唇的皮都磨破。经过
一年的刻苦练习，她勇敢地登上舞台，表演一
些简单曲目。周青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很尴
尬，经常会出错，但是我在一次次失误的过程

锻炼了自己！”
正是这些经历，让周青逐渐意识到自己

在理论方面欠缺太多，于是就找到了专业音
乐院校毕业的施问雷。因为共同的爱好，他
们合开了一个萨克斯培训班，她做助教，在打
理日常事务的同时有了更多学习机会，让她
的演奏技艺有了不小的提升。家人起初并不
看好她，认为女同志根本学不来这样的乐器，
但是当毫无章法的“噪音”慢慢变成优雅的旋
律，家里人对她刮目相看了，亲戚朋友聚会的
时候，都会让她即兴表演一段。

一直热心公益的她参加了区众心助困联
合会，负责召集演出团队。跟着团队去慰问
部队官兵、给敬老院孤寡老人们表演等活动，
也让她有更多展示的机会。从观众脸上看到
开心的笑容，并获得热烈的掌声，她发现自己
的表演能给观众带去快乐。

“喂，周老师你好，我们志愿者协会周六
上午去敬老院慰问孤寡老人，想邀请你去演
出。”“好的，我一定去。”放下电话，周青自豪
地说：“我现在在这个圈里还是小有名气的！”

周青虽然话不多，却很有自己的想法。
她说人的一生很短，所以不想给自己留下遗
憾。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做喜欢做的事情，她
热爱音乐，就会一直坚持下去。她坦言，音乐
让她更快乐。

周青：

萨克斯演绎音乐路上追梦人
本报记者 单培泉

“快来看，快来看，这里有你最喜
欢的课外书！”5月14日，新丰小学操
场上人声鼎沸，一个个“小书摊”被围
得水泄不通。学校举行的“跳蚤市
场”校园实践活动正在举行。

欢笑声、叫卖声、讨价还价声，
不绝于耳；摆摊的、推销的、交流的，
人声鼎沸。记者赶到活动现场时，

交易正热火。“摊位”都不大，却是琳
琅满目，从世界名著到作文大全，从
漫画杂志到学习工具书，应有尽
有。推销手段也是五花八门，有的
打出“爱心甩卖，全场五折”的招牌，
有的推出“买书抽奖，友情赠送”活
动，还有的居然派出“销售人员”主
动出击，向同学推荐优秀书目。

活动现场，老师们也忙个不停，
或指导“摊主”们布置摊位，或帮助

“摊主”们吆喝，或热情地向小顾客
们推荐书目……“顾客们”更是乐在
其中，看看这个摊，逛逛那个摊，时
不时停下来翻翻自己感兴趣的书，
兴高采烈地和“摊主”讨价还价，然
后“抱得宝贝归”，笑容挂在每一人

的脸上。
“跳蚤市场”让浓浓书香溢满整

个校园。该校校长王斌表示，活动
既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社
会实践能力，让学生切身体验劳动
所得的艰辛和满足，也增强了学生
的环保意识和诚信意识，培养了学
生的爱心奉献精神。

“跳蚤市场”淘书乐
本报记者 蔡剑涛 通讯员 万菊红

本报讯 日前，从盐城大丰增力
双龙商贸有限公司传来喜讯：在省妇
女儿童福利基金会公布的2018年度
江苏儿童慈善“爱心传递大使”名单
中，该公司负责人王书生榜上有名。

该公司是苏酒，双沟牡丹、珍宝
坊、紫陶坊酒在大丰的一级代理企
业。多年来，坚持“诚信经营、客户至
上”的经营理念，取得了良好的销售
业绩。王书生在企业不断发展的同

时，努力践行社会责任，热心公益事
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
参加各项公益活动，走访慰问身边困
难群体，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据
统计，两年来，他先后向残疾人员、贫
困儿童捐钱捐物20余万元。在今年
年初的“买酒捐资献爱心”公益活动
中，该公司短短十几天共捐出爱心款
10万多元。

（沈春涛 陈晓虎）

王书生成省儿童慈善“爱心传递大使”

本报讯 近日，区教育局、盐阜校
车服务有限公司和港区交警中队联
合在大丰港实验学校举行校车安全
事故应急模拟演练活动，进一步加
强校车的安全管理，提高师生应对
突发事件的心理素质，增强自救自
护能力。

此次演练主题为校车在行驶过
程中发动机突然冒烟，驾驶员和随车
照管员应怎样处理。演练前，校车公
司负责人首先对司机、随车照管员和
乘坐校车学生进行了培训，详细讲解

遇到校车起火要紧捂口鼻、弯腰撤
离，以及如何使用逃生锤等知识。演
练过程中，当发动机突然冒起烟时，
驾驶员果断刹车，立即打开校车后
门，随车照管员立刻组织学生快速下
车，跑到安全地带集合。同时，驾驶
员迅速拿起灭火器喷向浓烟处，及时
灭火。演练结束后，参训人员表示将
时刻保持高度的安全意识，掌握安全
知识，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共同营
造一个文明、和谐、平安的学习生活
环境。 （刘峰）

校车安全事故应急模拟演练举行

本报讯 近日，白驹镇狮子口村和
区众心助困联合会第一分会组织爱心
人士，来到响水县七套中心社区，为该
社区甫舍村贫困家庭的孩子们送上了
一份关爱。

根据盐城市对口挂钩帮扶工作统
一部署，该镇与响水县七套中心社区
甫舍村结成对口帮扶对子。为帮扶该
村贫困家庭的孩子安心读书，区众心
助困第一分会联合“江苏省文明村”白
驹镇狮子口村，开展“让爱传出去”主
题活动，倡议党员干部、爱心人士慷慨
解囊，为帮扶村贫困学生献上一份爱

心，共收到捐款19302.75元。经驻村
扶贫工作组联系，甫舍村在全村筛选
了马奇、刘玉梅等42名家庭比较困难、
学习成绩较好的小学生接受资助。活
动中，小学生们接过慰问金和漂亮的
书包、文具后，纷纷表示将克服困难、
勤奋学习、学会感恩，早日成为国家建
设的有用人才，更好地回报社会。区
众心助困联合会第一分会负责人表
示，他们将在这些孩子结束义务教育
阶段后，从中选择品学兼优的继续跟
踪资助，努力为贫寒学生完成学业多
作奉献。 （董汝涛 陈加祥）

白驹镇赴响水开展对口挂钩帮扶

本报讯 近年来，大丰地方海事处
强化水上安全监管，不断延伸水上安全
监管职能。

该处健全水上安全监管责任体
系，完善安全生产监管网络，强化各执
法站点监管力量，安全生产监管向船
头、码头延伸；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
制，把水上安全监管目标管理责任向
岗位延伸，逐级签订责任书，人人写出

承诺书，切实将安全生产责任及目标分
解到每个站点、每个科室、每个岗位；通
过发放安全知识手册、发送安全知识短
信等形式，提醒水上从业人员增强安全
意识，普及必要的水上交通运输安全知
识和技能，使“遵章守法、防止灾害、杜
绝隐患、保障安全”成为水上从业人员
的自觉行为，将知识向“生活”延伸。

（仇育富）

地方海事处延伸水上安全监管职能

保养乐器保养乐器

慈善演出

学习交流

加强学习

利用好早晨的时光 坚持健康的
生活方式，保持大脑的工作效率，离不
开坚韧的意志力。研究发现，清晨是意
志力和自控力的最佳时段，是处理艰巨
任务的最好时机。因此，我们应该把最
难的工作留在早晨。

将待办事项列成清单 大脑喜欢
列表，这是它接收和组织信息最有效的
方式。研究表明，让大脑更高效的关键
是将要做的事列成清单。大多数人一
次只能记住四件事，如果我们强迫大脑
去记更多事情，会适得其反，越记越模
糊。所以，列出清单，为大脑减压，这样
它的注意力也会更集中。由于人脑对
空间信息的处理能力更强，所以，把欲

购食物清单或待办事项列表用“要点”
“项目”的形式表达出来，就更加简明清
晰、更容易记住。

恢复手写习惯 最近一项研究表明，
手写笔记的记忆效果远胜于打字。这验
证了一句古话“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研
究发现，动手写下重点的同时也是大脑
处理信息的过程。所以，随身携带纸和
笔，手写记录事情，方便记忆、整理。

平常生活多锻炼 对神经生长发
育的研究表明，人体可以通过运动锻
炼来促进新的脑细胞生长。锻炼不仅
有助于身体健康，还有助于脑细胞生
长，即使20~30分钟的步行也是非常
有益的。 （人民）

提 升 脑 力 小 妙 招

本报讯 5月15日，区第十四届、
第十五届人大代表，万盈镇司法所所
长金玲琍帮助残疾人魏某安装手机

“大丰区公共法律服务掌上平安”
App，魏某连声道谢。当天，该镇组织
区镇人大代表、团员、青年、妇女等志
愿者，来到万盈卫生院，举办“我和我

的祖国，走进残疾人”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们义务为残疾人

体检，搀扶大家参观镇工业、农业园区
和小城镇建设现场，与残疾人共同分
享祖国70年的伟大成就和家乡发生的
喜人变化。

(孙加永 钱平）

万盈镇举办关爱残疾人活动

1、现就大丰港威尼斯港路路灯
工程进行公开招标。2、工程地点：
大丰港区威尼斯港路；3、申请人须

为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及以上施工资质且有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独立法人；项目
负责人须具有机电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建造师资格且具有安
全生产B类考核证。4、请申请人于 2019 年 5 月 20 日至
2019年 5 月 24 日，每天上午8：30时至11：30时，下午2：30
时至6：00时到江苏建友兴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大丰区
黄海东路28号，恒达世纪新城18幢楼四楼）报名，报名时须携
带授权委托书（若经办人为法定代表人，须携带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5、联系人：黄镇；电话：0515-83515689

招标人：江苏大丰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招标代理单位：江苏建友兴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 5 月 18 日

招标公告
江苏大丰众成科技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负责
实施的科技创业园16号

厂房屋面维修工程的评标工作已经结束，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
如下：

第一名：江苏拓天建设有限公司,投标报价：15.399224万元；
第二名：中运建设控股有限公司,投标报价：15.522981万元；
第三名：江苏高营建设有限公司,投标报价：15.65954万元。
本项目中标候选人公示期到2019年5月22日止。投标

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上述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在公
示期间向招标人提出。公示期满对评标结果没有异议的，招
标人将签发中标通知书。

招标人：江苏大丰众成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盐城市同洲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0日

中标候选人公示
三龙镇敬老院大楼维

修工程（项目规模：约3.7万
元）建设上级部门批准建

设，现决定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择优选定承包人。
申请人应当具备的主要资格条件：具有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且取得安全生产许可
证的独立法人企业。

请申请人于2019年5月20日至2019年5月22
日，每天8：30至17：30到盐城市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大丰区疏港路11号电商产业园6楼, 联系电
话：18261202233）报名并领取招标文件，报名者需
携带授权委托书原件、营业执照及资质证书复印件
（加盖公章）。

招标人：盐城市大丰区三龙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19年 5 月20日

招标公告白驹东窑村进村通
道亮化美化工程（二次）
经相关部门批准建设,

现决定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择优选定承包人。
资质要求：凡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市政工程施工总

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或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
资质，且有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独立法人企业均可参加项目的投标

报名者须为本单位的正式职工，携带授权委托书原件、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企业安全
生产许可证复印件（装订成册并加盖单位公章）。代理机构联
系人：张龙，联系电话：13814301270，联系地址：盐城市大丰高
新区五一路希望小镇5#301室，报名时间：2019年5月24日17
时前。

招标人：盐城市大丰区白驹镇东窑村村民委员会
招标代理公司：盐城天成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招标公告（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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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温泉村，就不得不提小海温泉，
一切向前走，现在我们提出了‘跳出温泉
看温泉’的发展思路，沉睡多年的小海温
泉即将被唤醒。”日前，小海镇温泉村党支
部书记康红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千帆竞发，勇进
者胜。小海镇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珍惜
革命先烈打下的和平环境，牢固树立“强
镇、养民、特色发展”理念，做好“改革开放
南大门”“农旅经济排头兵”“特色产业集
聚地”“百姓颐养幸福镇”四个发展定位。

“其中，我们温泉村以高效设施农业为主
导、观光农业为支撑的兴海苑现代农业
示范园，给园区生产经营者带来了丰厚
回报。园区内草莓采摘园目前已全面开
放，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采摘的乐
趣。上海赛伦生物技术大丰有限公司常
年饲养马匹来作为研制抗毒素、抗血清系
列产品的基础，马场的建立带动了温泉村
相关产业发展，促进了就业，基地的运营
具有良好的经济及社会效益。此外，马
场、小海温泉还有兴海苑农业园的田园采
摘，以及无泊村的镇海禅寺和小海居委会
的垂钓中心，这5个旅游节点也将一同实
现小海旅游板块零的突破和快速集聚。”
康红兵表示。

小海镇温泉村于 2001 年由原守贞
村、龙港村、温泉村合并而成，全村9个村
民小组，在职村组干部12人。现有耕地
总面积12800亩，总户数1380户，总人口
3860人，党员139人。自2016年开始，该
村已流转土地面积4300亩，其中建有农
业园区1个、家庭农场3个，高效农业大
棚1100亩，全村年收入35万元，该村从
2017年年底实现无债务，人均纯收入超
过1.8万元。

对小海镇守贞村的村民来
说，尽管他们现在已并入了温
泉村，但“守贞”这个名字，却意
味着一段非同一般的红色记
忆，是岁月变迁中代代相传的
宝贵财富。“一切向前走，也不
能忘记走过的路。”小海镇90后
文化站办事员冯姝话语铿锵地
表示，作为年轻的新一代，小海
镇“红色文化名片”将由他们继
续书写。

“守贞村”这个名字源自于
革命烈士郭守桢。郭守桢，1914
年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一个贫
苦家庭，1931 年参加兴国县游
击队，拿起了反抗压迫的枪杆
子。由于工作积极，战斗勇敢，
1936 年郭守桢转为中共党员。
在赣南山区的游击战中，他忍
受着饥渴和风霜，面对国民党
反动派的搜山激战，他和战友
们患难与共，以钢铁般的意志
坚持了长达 3 年的游击战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郭守
桢告别家乡父老，离开苦战多年

的赣南山区，奔赴江南水乡，战
斗在敌人据点之间，为保卫中华
民族而战斗不息。

1940年 5月在江苏武（进）
南战斗中，郭守桢担任副营长。
一天，一个营的部队突遭日军几
路重兵包围，激战数小时后，营
长负重伤，情况十分危急。郭守
桢一面组织抢救营长，安排人员
护送转移病员，一面沉着指挥小
分队掩护部队突围，最后杀出
一条血路，保证了全营大部分
人员安全撤离。由于出色的指
挥才能，郭守桢受到
了王必成、刘培善等
首长的高度赞扬。

1942 年郭守桢
来到台北独立团，第
二年8月，军分区召
开庆祝“八一”建军
节大会，并开展比武
活动，以检阅部队的
练兵成绩。此时郭
守桢的婚期临近，但
他仍坚持带队参加，

说：“比武回来结婚不迟。”谁料，
这句话竟成了他与未婚妻的最
后离别。8月9日，比武大会结
束，10日，郭守桢和一连指战员
满载胜利的喜悦由东台返回台
北，途经殷家灶附近时，当地老
百姓报信说：“有一百多日伪军
分乘六条民船，满载军事物资，
由东台运往潘丿，即将经过殷家
灶。”郭守桢当机立断：“准备伏
击。”激战中，6条敌船的前3条
船先后被他们击沉，然而狡猾的
日军却隐蔽在后边的3条船上，
他们以青纱帐为掩护，向埋伏的
后方偷袭。随着一声枪响，子弹
穿透郭守桢的胸膛，银灰色军衣
透出一片殷红，29岁的他再也
没能醒来……在他的追悼会上，
苏中二地委书记陈时夫称他是

“十年的老布尔什维克”“经过十
二年革命熔炉锻炼的一块纯
钢”。

为了纪念郭守桢烈士，小海
镇在1958年成立守贞村民委员
会，1982年改名为守贞村，2001
年此村并入温泉村。小海镇烈
士陵园的碑文上写道：“殷家灶
伏击战激烈悲壮，小海区战斗胜
利辉煌。郭守桢等英雄功绩永
载史册，烈士英名千古流芳。”

“一切向前走，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路”
本报记者 徐 雪

【寻访】 【名片】

【对话】

②②

冯姝参加演讲比赛冯姝参加演讲比赛

小海镇组织清明节扫墓祭奠英烈小海镇组织清明节扫墓祭奠英烈 ●连日来，区市场监管局通过“四
个一”扎实开展“510”警示教育活动。
召开一次动员会议，组织观看警示教
育片，以案明纪，促人警醒。开展一次
实景教育，组织党员干部参观区廉政
教育基地，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为
全体干部职工上一堂反腐倡廉警示教
育课。签订一份助廉承诺书，组织全
系统干部职工家属签订《家庭助廉承
诺书》，营造和谐、廉洁的家庭氛围。
撰写一篇学习心得，要求全体党员干
部深入学习研读《整治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等教育读本，进一步增强全系统
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牢固树立“不
想腐”的思想自觉，筑牢拒腐防变的思
想道德防线。 （唐冬盛 周恒超）

●5月 14日，区科技局组织全体
干部职工赴区看守所开展“510”警示
教育专题活动。活动中，该局全体工
作人员参观了区看守所生活场所等警
示教育现场，给参观人员上了一堂生
动详实、警示教育性极强的廉政教育
课。大家一致认为，在看守所这种特
殊的环境和氛围中开展警示教育活
动，不仅形式新颖，而且教育效果好、
启迪性强。在以后的工作中将珍惜岗
位、珍惜自由、珍惜生活，努力营造风
清气正的良好氛围，为在实现“两高”
目标中勇挑重担走在全市前列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科轩）
●近日，区行政审批局组织开展

警示教育大会，观看警示教育片、瞻仰
周恩来纪念馆、签订家庭助廉倡议书、
填写廉政电子档案等活动，进一步加
强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该局召开
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市、区警示教育大
会精神，深刻剖析大会上警示教育片
中的4个案例，强调要以案为鉴，坚决
按照“四责联动”“一岗双责”要求廉洁
自律、严守底线。该局党员干部纷纷
表示，将坚定理想信念，树牢“四个意
识”，把为人民群众服务放在首位，树
立良好政务服务形象，打造一流便民
服务大厅。 （顾春艳）

●5月 14日，区交通运输系统开
展“510”廉政警示教育活动。全体与
会人员共同观看了廉政警示教育片，
表示要坚持对党忠诚，严守党风廉政建
设底线，不越“红线”、不踩“雷区”，老实
做人，干净做事。会上下发《关于开展

“两书上会”警示教育活动的实施意
见》等文件，督促各下属单位以“510”
警示教育活动为契机，深入开展形式
多样的党风廉政教育活动，持续发力，
改进作风，在思想上从“要我廉”向“我
要廉”转变，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
政治生态，为全面完成交通各项目标任
务保驾护航。 （孙瑶 程洁 邹薇芹）

部门和单位开展“510”警示教育

本报讯 日前，盐城乐丰纸业有限
公司的生产车间内，两条纸板自动生产
线高效运转，工人们将生产好的纸板进
行包装，发往安徽市场。这是该公司紧
抓生产，力争提前实现“双过半”的一个
镜头。截至4月底，公司已完成销售收入
8000多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4.5%。

今年以来，该公司围绕目标抓落
实，层层细化生产指标，严格考核到机
台，奖励兑现到人头，充分激发工人积
极性，营造多产快销的良好氛围。同
时，严抓产前、产中和产后各个环节，

努力以过硬的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
力，提高客户满意度。生产的纸箱热
销安徽及淮安、涟水、海安、兴化等地
区。为促进更好更快发展，该公司不
断加大技改投入力度，在去年投资
3000万元新上第二条纸板生产线的基
础上，今年又投入300万元，新上两层
纸板生产线，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和
生产效率，产能较以前提高30%。目
前，该公司打足机台、出足人力，满负
荷生产，力争提前完成二季度销售
6000万元的目标任务。 （陈正坤）

乐丰纸业订单充足生产势头旺

本报讯 近年来，众鑫合作社积极
实施农业机械化、标准化和规范化的
操作模式，充分发挥引领示范作用，进
一步提升粮食品质 。

该合作社作为一家以从事青贮饲
料种植、加工、销售为主的新型农业龙
头企业。2016年以来，先后通过多形
式的流转承租，在全区6个镇区和上海
农场等集结土地9000多亩，以建设江
苏省现代农业奶牛技术体系大丰饲草
基地和示范点为抓手，常年为上海光

明、南京卫岗、辽宁辉山等乳企下属牧
场提供玉米、麦子等优质的青贮饲
料。在推进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过程
中，该社采取自有机械加社会农机联
动的方式，形成动力大、能力强、效率
优的耕种、植保、收获、加工、储运联合
体。同时，国家和省市相关农机、奶业
管理以及农科教机构等，把该合作社
作为示范样板和产学研基地；我区把
该合作社作为玉米等粮食生产全程机
械化示范点。 （朱明贵）

众鑫农业合作社推进粮食生产机械化

积极行动起来，坚决同黑恶势力犯罪作斗争!
有奖举报电话：83528200、17851606990

近日，大丰警方在深入推进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中，缜密侦查，成功将犯罪嫌
疑人程斌、沈海建、陈昌冬等人抓获归
案。近年来，上述人员以结伙或团伙形
式，逞强斗狠，多次实施殴打他人、寻衅
滋事等违法犯罪活动。为深挖彻查该团
伙全部违法犯罪事实，现向社会公开征
集上述嫌疑人的违法犯罪线索。

请广大人民群众、知情人士和曾遭到
上述嫌疑人侵害的受害人，踊跃向公安机
关举报和揭发，提供犯罪线索，公安机关将
对举报人的身份信息、举报内容等情况严
格保密。同时，公安机关正告曾参与从事
相关违法犯罪活动的嫌疑人认清形势、放
弃幻想，尽快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交
代违法犯罪事实。公安机关将对自首人员
依法从轻、减轻处罚。

凡打击、报复举报人的，公安机关将
依法从严从重处理；凡包庇、窝藏犯罪嫌疑
人或者为犯罪嫌疑人通风报信、提供帮助、
作伪证的，公安机关将坚决依法从严惩处，
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

凡提供线索经查证属实的，按照《盐
城市大丰区公安局扫黑除恶线索举报奖
励办法》有关规定予以奖励。欢迎广大
人民群众踊跃举报。

受理地址：盐城市大丰区大中街道
沿河路公安局扫黑除恶中心（城西派出
所北侧）

受理电话：韩警官（15895167699）
卢警官（18862035787）

特此通告
盐城市大丰区公安局

2019年5月

关于公开征集程斌等人
违法犯罪线索的悬赏通告

犯 罪 嫌 疑 人 基 本 信 息

程 斌，男，汉族，1978
年 1月 5日生，盐城市大
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人，
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指定
监视居住。

沈海建，男，汉族，
1977 年 6 月 15 日生，盐
城市大丰区大中街道
人，因涉嫌寻衅滋事罪
被依法逮捕。

陈昌冬，男，汉族，
1986 年 11月 2日生，盐
城市亭湖区便仓镇人，
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
法逮捕。

大丰区实验小学党建活动室改造装修
工程，已经相关部门批准建设，现决定对该
工程进行公开招标，择优选定承包人。项
目概况：大丰区实验小学党建活动室改造
装修工程工期要求：15日历天；申请人应当
具备的主要资格条件：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核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
或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
施工资质且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独立法
人企业。

请投标申请人于2019年5月20日至
2019年5月24日18时前携带以下资料到
江苏中正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大丰
区黄海西路龙腾一品佳苑1#楼404室，联系
电话：0515-83928706，18961957896）报
名并领取招标文件：单位行政介绍信或法定
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授权委托人身份
证及保险证明复印件及联系电话；营业执照
副本及资质证书复印件。

招标人：盐城市大丰区实验小学
招标代理公司：江苏中正工程项目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0日

招标公告

一、采购人、采购项目名称和内容
采购人：盐城市大丰人民医院；采购项目

名称：胸痛中心时钟系统；采购内容：胸痛中心
时钟系统；采购预算：6万元。

二、拟采购的货物或者服务的说明
胸痛中心时钟系统
三、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原因及相关

说明
必须保证原有采购项目一致性、服务配套

的要求，需要继续从原供应商处添购，且添购
资金不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百分之十。

四、拟定的唯一供应商名称、地址
拟定供应商名称：创业慧康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

街道越达巷92号创业智慧大厦五楼。
五、公示的期限
2019年5月20日至2019年5月24日。
六、采购人、招标代理的联系地址、联系人

和联系电话：
采购人：盐城市大丰人民医院
联系地址：盐城市大丰人民医院
联 系 人 ：许 主 任 联 系 电 话 ：

13815544158
招标代理：江苏策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盐城市大丰区泰西村康居小区

666 号 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
15862079020

现将以上情况公示，其他供应商或单位如
有异议，请于2019年5月24日18：00前携书面
意见材料与有关联系人联系，逾期将不再受理。

盐城市大丰人民医院
江苏策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胸痛中心时钟系统
单一来源采购公示

盐城市大丰区人民医院环保设施安
全专项评价报告编制服务项目,经研究同
意建设，现决定进行公开招标，总投资额
约6万元。投标申请人须具备上述相关产
品的经营资格，报名者须携带授权委托
书、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及本人社保
证明资料（报名者须为本单位正式职工）、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行政主管部门颁发

的安全评价机构乙级及以上资质复印件
等（复印件须装订成册并加盖单位公章），
到江苏策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报名，地
址：盐城市大丰区泰西村康居小区666号。

联系人：陈晓忠 15862079020
报名时间：2019年 5月 24日 18时前

(节假日不休息，正常报名)。
盐城市大丰人民医院

江苏策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0日

招标公告

现就丰富粮库大棚钢结构工程，
现对外公开招标，择优选定承包人。
报名单位的要求：具有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核发的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及以上施工资质且取得安全生产许可
证的独立法人企业。报名者请于
2019年5月20日至2019年5月22日
（上午8：30-12：00，下午14：30-18：

00），携带授权委托书原件、经办人身
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副本复印件、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
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等（复印件须
装订成册并加盖单位公章）到江苏仁
禾中衡工程咨询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大丰区丰尚国际1号楼9楼)办理报
名手续并购买招标文件，联系电话
15161955460。

盐城市大丰区丰富粮库
2019年5月20日

招标公告

大丰区环境卫生管理处负责实施
的废弃有机物处理中心调节池工程现
决定对外公开招标，择优选定承包
人。凡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
建筑工程总承包资质三级（含市政资
质三级）及以上且有安全生产许可证
的独立法人均可申请参加投标。请各
投标申请人须于2019年5月21 日至

2019 年 5 月 23 日（上午 8：30-11：
30；下午2：30-5：30）前到江苏建博
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大丰区高新
技术区大数据产业园5号楼403室）
报 名 ， 联 系 人 ： 孙 美 琴
18994846128。报名时须携带以下材
料:授权委托书；资质证书；营业执照，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授权委托人养
老保险证明（以上均需交验原件，同时
提供加盖公章的复印件，并装订成册），
否则不被接纳。

招标公告

1、现就大丰港实验学校维修项目进
行公开招标。2、工程规模约9万元。3、
申请人须为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
级及以上施工资质且有安全生产许可证
的独立法人；项目负责人须具有建筑工
程专业贰级及以上资格且具有安全生产
B类考核证。4、请申请人于2019年 5
月 20 日至2019年 5 月 24 日，每天上

午8：30时至11：30时，下午2：30时至6：
00时到江苏建友兴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大丰区黄海东路28号，恒达世纪新
城18幢楼四楼）报名，报名时须携带授权
委托书（若经办人为法定代表人，须携带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联系人：黄镇；
电话：0515-83515689

招标人：大丰港实验学校
招标代理单位：江苏建友兴业工程

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 5月 18日

招标公告

盐城市大丰区草堰镇镇区绿化养
护工程现对外进行公开招标，择优选
定承包人，凡营业执照包含园林绿化
类经营范围的独立法人企业均可参加
此项目的投标。请投标人于2019年5

月22日17：00时前携带营业执照复印
件及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到盐城
润恒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报名。（地
址：盐城市大丰区大中街道阜北村村
部二楼）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
83510515 13905112300

盐城润恒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0日

招标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