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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捷茂玩具配件有限公司
股东会于2017年 12月 14日决议
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
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刘红英

联系电话：13162087696
地址：东台市时堰镇龙港工

业区
邮编：224213
东台捷茂玩具配件有限公司

清算组
2017年12月14日

注 销 公 告

东台市云帆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股东会于2017年 11月 22日决
议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
司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杨加网

联系电话：18921833267
地址：东台市鼓楼路295号
邮编：224200
东台市云帆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清算组
2017年11月22日

注 销 公 告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东台市南沈灶镇严未日日用品百货
商店遗失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
正、副 本 ，编 号 为（苏）YHLS［2016］
DTS00017号，声明遗失。

东台市南沈灶镇文桂日杂商店遗失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正、副本，编
号（苏）YHLS［2016］DTS00019号，声明
遗失。

东台市开心大药房有限公司遗失

《药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证号为苏
DB515C095，声明遗失。

东台市南沈灶镇云山烟酒杂货店遗
失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副本，编
号（苏）YHLS［2016］DTS00196号，声明
遗失。

东台市国土资源局遗失江苏省非税
收入一般缴款书（东台市）一份的前四
联，票号为：001520491号，声明作废。

东台市银荣机械设备租赁服务部
（注册号为：320981000319395）遗失营
业 执 照 副 本 一 本 ，编 号 为 ：
320981000201402120029，声明作废。

印刷:盐阜大众报报业集团印务有限公司

盐城电信不限流量 ，全家分享45元/人，两人共用69元/人。

详询电信各营业网点。

1、东台惠民城镇化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的开发区东区四路（三
台美式箱变配变）安装工程已经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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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2

万元。
（3）质量标准：合格。
（4）工期：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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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区东区四路（三台美式箱变
配变）安装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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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三级及以上电力工程或机电

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或三级及以
上输变电工程或建筑机电安装工
程专业承包资质，且同时具有五
级及以上承装、承修、承试电力设
施许可证的企业；

（2）拟选派项目经理资质等
级：二级及以上机电工程专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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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2 月

16日至2017年12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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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本工程开标时间：2017年
12月22日9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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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2月16日

东台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第二次）（资格后审）

1、东台惠民城镇化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的开发区东区五路（三台美式箱变
配变）安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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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9万元。
（3）质量标准：合格。
（4）工期：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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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区五
路（三台美式箱变配变）安装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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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级及以上电力工程或机电工程施工

总承包资质或三级及以上输变电工程
或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资质，且
同时具有五级及以上承装、承修、承试
电力设施许可证的企业；

（2）拟选派项目经理资质等级：二
级及以上机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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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2 月 16 日

至2017年12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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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本工程开标时间：2017年 12月
22日9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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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2月16日

东台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第二次）（资格后审）

1、东台市供销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1#仓库改造工程已经批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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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的投标报名。

2、项目概况
（1）项目地点：东台市区
（2）项目规模：约49.5万元
（3）质量要求:合格
（4）工期：30日历天
3、本招标项目共分一个标段，标

段划分及相应招标内容如下：
东台市供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仓库改造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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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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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级及以上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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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用合
理低价法

6、投标申请人可于 2017 年 12
月16日至2017年12月20日到江苏
东佳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东
台市海陵中路6号5楼）购买招标文
件，联系电话：15005119088，售价：
300元/套，售后不退。

7、其他：本项目开标时间、地点
详见招标文件。

2017年12月15日

招 标 公 告（资格后审）

1、中共东台市委老干部局的颐年
园北二楼活动用房改造工程已经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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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的投标报名。

2、项目概况
（1）项目地点：东台市区
（2）项目规模：约16万元
（3）质量要求:合格
（4）工期：30日历天
3、本招标项目共分一个标段，标段

划分及相应招标内容如下：
颐年园北二楼活动用房改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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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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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

及以上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施工专业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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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用经评
审的最低投标价法

6、投标申请人可于 2017 年 12 月
15日 9时至2017年 12月 19日 18时到
江苏东佳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东台市海陵中路6号5楼）购买招标文
件，联系电话：18805110044，售价：300
元/套，售后不退。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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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缴纳人民币3000元
诚信保证金（现金缴纳），购买人单位不
参加投标的，将没收诚信保证金。

8、其他：本项目开标时间为 2017
年 12月 22日 15时，地点：中共东台市
委老干部局三楼会议室。

2017年12月15日

招 标 公 告（资格后审）

12 月 14 日，松花江畔十里长堤出现了雾凇奇观（航拍图）。 在第 23 届吉林雾凇冰雪节开幕(12 月 15 日)的前日,吉林市
松花江畔出现今冬首场大面积的雾凇奇观。雾凇岛、阿什小雾淞岛出现四星级的高等级雾凇,甚至连城区松花江畔的松江
中路和江滨公园都出现了三星级较大规模的雾凇。十里长堤,简直就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壮美景观,吸
引了众多市民及远近游客。

中国造出了世界上最快的无人艇,这是
记者 12月 14日在广东湛江开幕的第五届
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上获悉的。

无人快艇“天行一号”2017年9月问世,
最高航速超过50节(每小时92.6公里),由哈
尔滨工程大学和深圳海斯比船艇公司联合
研制。它全长12.2米,满载排水量7.5吨,是
油电混合动力。海斯比是中国最大的公务
快艇厂商。目前,“天行一号”已交付。

去年英国军方曾公开了航速超 50 节
的、长度为10米的无人侦察快艇。海斯比公
司表示,根据其掌握的资料,中国的无人艇是
最快的。有人快艇速度可达70节,但高速航
行需要驾驶员经验丰富,且大风浪和障碍物
增加了危险,这是无人快艇面对的难题。

“这也是哈尔滨工程大学的863计划项
目,我们合作研发了不少型号。‘天行一号’
是最快的。同类型快艇已经造出了10艘。”
海斯比公司的黄卓告诉记者,“海上执法和
海军缺乏人力,有些工作可由无人艇来干,
危险情况也可以使用。”

“即使别人拿到我们的图纸,也造不出
来。”海斯比公司一位工程师说。

我国造出世界
最快无人艇

教授递给我小杯农药,
叫我喝下去。

我接过杯子,轻轻摇了
摇,农药浓浓的,灰绿灰绿,
像抹茶拿铁,有一种说不出
来的淡香。教授微笑地直
视着我,好像在鼓励我。但
我犹豫,杯子在嘴边停了。

在这雾气蒙蒙的冬日,
离重庆涪陵城区40公里以
外的一座工厂的车间内,几
个重达20吨的巨型方铁罐
正突突突冒着白色气体,像
在煮饭一样。铁罐一侧,各
种管子纵横交错,不远处,
从一根管子流出那碧绿的

液体。教授该是从这里接
的农药,最新鲜的。

今年陆续有来自美国、
德国、英国、法国的多位生
物农药巨头的老板以及一
些生物农药科学家,都渴望
能喝上一口。他们迫切需
要这种农药。他们想方设
法接近这座工厂,哪怕远远
地看看那铁罐。当然,这是
不被允许的。

博恩集团董事长熊新
翔,这位当今中国环保投资
巨擘在11月中旬也特别请
求教授给他备一箱农药,他
准备送给他的一些朋友尝

尝,而这些人不是企业家就
是银行家。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人们理所当然认为“农药=
毒药”。夏教授——忘记说
了,让我喝农药的教授姓
夏,夏玉先,重庆大学基因
工程中心主任,他一干二净
抹去了这个理所当然的等
号,给农药装上一副好心肠
——人可以喝的农药。这
个农药还有一个同样美的
名字:金龟子绿僵菌。

金龟子绿僵菌是一种
特殊的真菌,夏教授赋予它
标靶杀虫的能力,所有害

虫,比如稻纵卷叶螟、二化
螟、三化螟、稻叶蝉、稻蝗、
稻水象甲等,都难逃被感染
的厄运。这是致命的。

2015年 8月,夏教授还
在重庆大学老校区的一栋
楼房的屋顶栽种水稻的时
候,接见了两位客人:博恩
集团的董事长熊新翔和集
团副总裁魏开庆。对环保
生态的共同意趣让他们在
见面的第二个月就签订合
作协议,博恩投资建厂生产
金龟子绿僵菌。今年3月拿
到完整的国家许可证,随后
迅速建成投产,设计产能为

年产1300吨原药、4000吨
制剂。“孟山都、诺维信、拜
耳等跨国公司纷纷找上门,
要我们帮他们生产原药和
制剂。”熊新翔说。

全球再次震惊。建座厂
有啥惊奇的?如果你了解,这
是世界唯一规模化生产绿僵
菌的工厂;如果你再了解,美
国、德国、英国、法国都只能
手工生产,只有中国,重庆,
可以机械化生产绿僵菌;如
果你更了解,世界所有生物
农药的巨头都梦寐以求实
现规模化生产绿僵菌,那
么,你的任何惊奇都正常。

重庆大学教授研发出可以喝的农药
拒绝国外公司技术购买

头发白了不少,总是面
带 微 笑, 说 话 简 明 的 夏 教
授。

爱情不分门第?在严守种姓隔离制度的
印度保守社会,这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一名青年因为
娶了较高种姓女子,去年光天化日之下被
妻子亲属杀害。包括女方父亲在内的6名
凶手12日被判死刑。

遇害者尚卡尔年仅22岁,是一名“达利
特”,按照等级森严的印度教种姓制度,属
于社会最底层的“贱民”,在印度保守农村
地区尤其受歧视。

高种姓家族称“达利特”为“不可接触
者”,视与之通婚为“耻辱”。尚卡尔就是因
此被妻子亲属实施所谓“荣誉谋杀”。

“荣誉谋杀”通常由受害者亲属执行。
观念保守的印度农村地区,任何违背家族
意愿和传统道德观的婚恋关系,如不接受
包办婚姻、不同种姓通婚、婚外恋,都可能
遭到“荣誉谋杀”,且往往逃脱法律追究。

2011年,印度最高法院裁定,犯“荣誉
谋杀”者应判死刑。《印度教徒报》报道,尚
卡尔案是印度法院第一次就种姓歧视引发
的谋杀案作出死刑判决。

印度“贱民”青年高攀
遭妻子亲属当街杀害

东台市唐洋镇镇区环境整治外包
项目拟准备实施，现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招标投标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章，通过招标方式选定唐洋镇镇区环
境整治外包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相关要
求公告如下：

一、项目名称：东台市唐洋镇镇区
环境整治外包项目招标代理服务。

二、各单项工程招标代理周期：满
足招标人时间要求。

三、招标内容：东台市唐洋镇镇区
环境整治外包项目总投资约200万元，
具体实施以政府发文批准项目为准。

四、招标代理服务内容：1、代拟发
包方案。2、发布招标公告（或发放投标
邀请书）。3、编制资格预审文件。4、
组织接收投标申请人报名。5、组织审
查潜在投标人资格，确定潜在投标人。
6、编制招标文件。7、组织现场踏勘和
答疑及提供招标前期咨询。8、组织清
标。9、组织开标、评标。10、草拟工程
合同。11、编制招投标情况书面报告。
12、与发包有关的其它事宜。13、整理
装订招标档案资料。

五、投标报价方式：
本项目招标采用百分比费率报价

方式（报价时小数点后保留 2 位，第 3
位不论大小一律不计）。最高报价不得
高于国家标准的50%，根据本项目情况
即最高限价为8000元。

六、代理费结付办法：招标代理费
由招标人支付，招标代理工作完成且向
业主提供招投标活动的所有文档资料
后，一次性结清全部代理费。

七、投标要求：1、资格条件：①具有
乙级(含暂定级)及以上工程招标代理

机构资质的单位。②项目负责人具有
工程建设类注册执业资格。

2、标书编制：（一）采用提交报价函
报价（报总价），代理费用应包括工作费
用、差旅费、食宿费、各种安全等一切费
用，招标人不承担应由代理人负责的其
他任何费用。（二）资格后审资料：①法
人身份证明；②授权委托书；③有效期内
营业执照；④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资质证
书；⑤项目负责人注册证书；以上材料复
印件加盖公司印章，并密封完好。3、投
标报名时一次性递交投标诚信保证金现
金1000元：凡报名者未参加投标的、中
标返悔的不予退还诚信保证金，纳入不
诚信名单。不中标者当场退还，中标后
转为履约保证金，待代理项目招标结束
后无息退还。（三）标书密封要求：①投
标人应在密封袋写明单位名称，并在封
条处加盖投标人的印章。②投标人送
交的投标文件在开标前不得拆封。

八、评标定标办法：最低价中标。
九、中标单位不得转包和分包。
十、报名时间：在 2017 年 12 月 21

日18时前到唐洋镇政府三楼财政所报
名，同时缴纳资料费 100 元（报后不
退）。（联系人：施德奇18551566684）。

十一、本项目的澄清、修改、补充：
投标单位对本项目如有疑问需要澄清，
必须于2017年 12月 21日 18时前向唐
洋镇政府四楼招标办公室书面提交，招
标人书面给予解答。

十二、开标时间及地点：投标文件
提交截止时间2017年 12月 22日下午
3时前，在唐洋镇政府五楼会议室。

唐洋镇招投标办
2017年12月15日

唐洋镇镇区环境管护外包项目
招标代理招标公告

1、东台市路灯管理所的
东台市西溪木港路路灯主材
采购项目已经东台市人民政
府批准，工程所需资金来源是
东台市西溪旅游文化景区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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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伟业项目管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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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市西

溪木港路；
（2）工程规模：约 38 万

元；
（3）供货时间：2018年1月

5日前送达招标人指定地点；
（4）质量标准：合格
4、本招标工程共分一个

标段，标段划分及相应招标内
容如下：

东台市西溪木港路路灯
主材采购，灯杆、灯具合计38
套；电缆合计长2300米。

5、申请人应当具备的主
要资格条件：

（1）具有从事道路照明亮
化设施生产的制造企业或具
有城市道路照明专业承包资
质的企业；

（2）企业注册资本金在
200万元人民币及以上或等值
外币（牌价以开标当日中国人
民银行外汇中间价为准）；

（3）投标企业的产品质量
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

6、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
采用：合理低价法。

7、投标申请人可于 2017
年 12 月 17 日 9 时至 2017 年
12 月 22 日 18 时上班时间到
东台市北海西路聚府双苑 2
号楼三楼报名后领取招标文
件及相关资料，报名费：300
元/份，售后不退。联系电话：
18914665776。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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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缴纳人民币 1000 元
诚信保证金（现金缴纳开标后
退回），报名成功后，无充分理
由不参加本项目投标的，将没
收诚信保证金。

9、本工程投标截止时间、
开标时间：2017年 12月 23日
9时；地点：东台市西溪旅游文
化景区管理委员会二楼会议
室。

2017年12月16日

东台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新）

（资格后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