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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市东台镇敬老院消防
后续工程，经镇政府批准，面向
社会公开招标。

一、工程地点：东台市东台
镇敬老院内。

二、工程概况：
本招标项目共分 1个标段，

招标内容如下：东台市东台镇敬
老院消防后续工程 ，完成招标
人提供的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
单中全部施工内容。

详见招标文件。
三、报名资格条件：（1）申请

人资质类别和等级：三级及以上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2）申请人项目负责人资质等
级：二级及以上机电工程专业注

册建造师。
报名时携带：单位介绍信或

授权委托书原件（手写无效、工
程名称完整准确），被授权委托
人身份证复印件。资格审查采
取后审办法。

四、报名时间及地点：
2018年 1月 16日下午5:30

前，在东台镇招标投标办公室
（东台镇政府西二楼）。

五、开标时间和地点：2018
年 1月 18日下午4:30在东台镇
人民政府西三楼会议室开标。

六、联系电话：85263506。
东台市东台镇人民政府

2018年1月13日

招标公告

东台市东台镇敬老院消防土
建工程，经镇政府批准，面向社会
公开招标。

一、工程地点：东台市东台镇
敬老院内。

二、工程概况：
本招标项目共分 1 个标段，

招标内容如下：东台市东台镇敬
老院消防土建工程 ，完成招标人
提供的图纸及工程量清单中全部
施工内容。

详见招标文件。
三、报名资格条件：（1）申请

人资质类别和等级：三级及以上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的企

业；（2）申请人项目负责人资质等
级：二级及以上建筑工程专业注
册建造师。

报名时携带：单位介绍信或
授权委托书原件（手写无效、工程
名称完整准确），被授权委托人身
份证复印件。资格审查采取后审
办法。

四、报名时间及地点：
2018 年 1 月 16 日下午 5:30

前，在东台镇招标投标办公室（东
台镇政府西二楼）。

五、开标时间和地点：2018年
1 月 18 日下午 3:00 在东台镇人
民政府西三楼会议室开标。

六、联系电话：85263506。

东台市东台镇人民政府
2018年1月13日

招标公告

东台镇华灶村千亩大棚示范
片电力工程，经镇政府批准，面向
社会公开招标。

一、工程地点：东台镇华灶村
境内。

二、工程概况：
本招标项目共 1个标段。招

标内容如下: 东台镇华灶村千亩
大棚示范片电力工程分为高压线
路及新增配变、低压线路 2 个部
分，具体完成招标人提供的图纸
及工程量清单中全部施工内容。

详见招标文件。
三、报名资格条件：有送变

电、电力安装三级以上（含三级）
工程施工资质的单位均可报名。
报名时携带：单位介绍信或授权
委托书原件（手写无效、工程名称
完整准确），被授权委托人身份证
复印件。资格审查采取后审办
法。

四、报名时间及地点：
2018 年 1 月 16 日下午 5:30

前，在东台镇招标投标办公室（东
台镇政府西二楼）。

五、开标时间和地点：2018年
1 月 19 日下午 3:30 在东台镇人
民政府西三楼会议室开标。

六、联系电话：85263506。

东台市东台镇人民政府
2018年1月13日

招标公告

1、东台市三仓镇人民政府的
东台市三仓镇特色田园乡村修详
及深化设计项目已经批准建设，
项目所需资金来源是自筹，现已
落实。现邀请合格的潜在投标人
参加本工程的投标报名。

2、江苏聿铭建设项目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受招标人委托具体负
责本工程的招标事宜。

3、工程概况：
（1）建设地点：东台市三仓镇；
（2）建设规模：约4500万元；
（3）设计周期：接甲方书面通

知后60日历天内；
（4）质量标准：满足规划设计

条件、设计任务书要求。符合《建
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

4、本招标工程共分三个标
段，标段划分：

标段一：东台市三仓镇联南
村特色田园乡村修详及深化设计
项目；

标段二：东台市三仓镇兰址
村特色田园乡村修详及深化设计
项目；

标段三：东台市三仓镇官苴
村特色田园乡村修详及深化设计
项目。

招标内容：景观方案、深化设
计、景观标志设计、植物设计。

5、申请人应当具备的主要资
格条件：

（1）企业具有建筑工程设计
甲级及以上资质或城乡规划编制
单位资质乙级及以上资质;

（2）项目负责人（主持设计
师）应为建筑工程相关专业中级
工程师以上或国家二级注册建筑
师。

6、资格审查办法：资格后审。
7、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

用：合理低价法。
8、投标申请人于2018年1月

13日至 2018年 1月 16日工作时
间到江苏聿铭建设项目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地址：东台市海陵中路
78号，商业新村1号楼东单元11
楼，联系电话：0515-85266651）
获取招标文件及相关资料，售价：
300元/套，售后不退。

9、投标人必须委派本单位正
式人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购买
招标文件及相关资料。

10、其他：本工程开标时间为
2018年1月19日15时。

2018年1月13日

东台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资格后审）

1、东台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
开发区滨河三期钢结构雨棚、空调板
及钢梯工程已经江苏东台经济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批准建设，工程所需资
金来源是自筹，现已落实。现邀请合
格的潜在投标人参加本工程的投标
报名。

2、东台市兴华招标代理有限公
司受招标人委托具体负责本工程的
招标事宜。

3、工程概况：
（1）工程地点：东台经济开发区

内；
（2）工程规模：造价约9.85万元；
（3）质量标准：合格；
（4）工期：60日历天。
4、本招标工程共分一个标段，招

标内容如下：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滨
河三期钢结构雨棚、空调板及钢梯工
程施工，完成招标人提供的施工图纸
和工程量清单中全部施工内容。

5、申请人应当具备的主要资格
条件：

（1）申请人资质类别和等级：具
有三级及以上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
资质的企业；

（2）拟选派项目经理资质等级：
二级及以上建筑工程专业注册建造
师。

6、资格审查办法：资格后审。
7、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用：经

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
8、请申请人于2018年 1月13日

至 2018 年 1月 18日上班时间，到江
苏东台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创业园
二楼招标办（经三路 7号）获取招标
文件及相关资料，售价：300 元/份，
售后不退。

联系人：房丹
电话：0515-85106096
地址：东台市经三路7号
联系人：吴春华
电话：0515-85251201
地址：东达翰林缘商铺12-104号

2018年1月13日

东台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资格后审）

朱敏老师：
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

例》和东教发〔2017〕165号《<转
发省人社厅等四部门关于建立
机关事业单位防治“吃空饷”问
题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和<关于开展机关事业单位防治

“吃空饷”问题长效机制建立情
况专项督查工作的通知>》的精
神，我校已多次电话通知并书面
发放《限期返岗通知书》通知你

回校上班或办理辞聘手续，而你
至今一直未回校。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回校上班通知书，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回校上班，
逾期不回，视为你自动辞职，学
校将根据有关规定办理解聘合
同、终止社会保险手续，由此产
生的一切后果自负。

特此公告。
东台市第一小学
2018年1月12日

公 告

记者 张晨

“作为一名从事建设项目环评审批
工作的市人大代表，我在日常生活中时
常关注与工作相关的民生问题，经过会
前调研，准备了‘加强居住小区周边小
餐饮的管理’的建议。”市人大代表周能
芹说，目前我市部分居民小区存在商住
混杂问题，小餐饮行业的油烟和噪声污
染对小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影响较为突
出，降低了小区的生活品质，亟需加大
管理力度。

周能芹表示，在新的一年里要继续
完成好各项工作任务，为全市重大项目
重点工程提供更优质更高效的服务。
加强环评中介机构管理，强化统一指导
和约谈倒查双机制的实施，进一步规范
我市环评中介市场，切实提高服务效率
和服务质量。通过建立环评报告书技
术评估机制，着力为提升项目审批效能
提供有力保障。此外，还要积极策应环
保系统垂改，为我市项目报批做好跟踪
服务。

提升服务效能 助推经济发展

周能芹
市人大代表、
市环境监测站副站长

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
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 代表专访

记者 朱江

2017 年，公司共生产印刷包装机
械 168 台，销售收入 9000 万元，利润
600万元，外贸直接出口3000万元，取
得了不菲的成绩。今年，公司将继续砥
砺前行，持续走好创新创牌之路，以实
际行动推动全市新经济发展。

上半年是包装机械销售的旺盛期，
公司将继续抢抓机遇，占领市场，力争
新的一年实现销售印刷包装机械 200

台套，销售收入超亿元。
持续创新、打造特色，积极申报各

类研发项目，加大研发力度，实施中国
驰名商标创建。进一步解放思想，强化
交流合作，勇攀行业高峰。

同时，在富安镇党委政府招商政策
推动下，继续招引与机械包装产业链相
配套的企业落户产业园区，把包装机械
产业园做大做强，为“融入长三角、建设
新东台”作出贡献。

持续创新创牌 厚植发展优势

庞春华
市人大代表、
宏景机械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

记者 张晨

江苏捷士通科技集团自落户城东
新区以来，实行营销国际化、生产智能
化、技术自主化、产品一体化、管理规范
化的“五化”管理，逐步发展成为信息技
术与智能制造领域国际一流的产品方
案提供商。

新的一年，捷士通科技集团将乘着

5G通信快速发展的浪潮，加深与高校
和科研院所的合作，引进高端人才，加
大产品研发力度。同时，对生产设备
进行智能化升级改造，拓展国际市
场。唐成杰表示，作为一名人大代表，
今后还将进一步提高履职能力，做大
做强企业，为城东新区的发展贡献一份
力量。

把握发展机遇 引领时代潮流

唐成杰
市人大代表、
江苏捷士通科技
集团总裁

记者 张晨

医疗卫生事业是关系广大人民群
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民生工程。
目前，我市卫生系统以中医院为龙头在
各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分别建设了 23
座中医馆、328座中医阁，并由市中医院
提供中医药适宜技术支持与专业指导，

受到了基层百姓的欢迎与认可。
市中医院城东分院作为城东新区

的配套民生工程之一，自成立以来方便
了周边居民就医。下一步，医院将在人
事管理、人才储备、后勤保障等方面狠
下功夫，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和管理水
平，为百姓撑起健康保护伞。

为百姓提供更便捷的医疗服务

王东平
市人大代表、
市中医院副院长

今年您缴费了吗今年您缴费了吗？？东台城乡居保扩面征缴突击活动已全面启动东台城乡居保扩面征缴突击活动已全面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