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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杨兴国遗失苏 JBZ868车辆的道路
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证号为：盐
81317721，声明作废。

东台市馨润香料有限公司遗失于
2006年11月21日办理的税务登记证副
本，发证机关为：东台市国家税务局，证
号为：320981765142131，声明遗失。

东台市头灶镇如龙烟酒杂货店注册

号为：320981600082838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 一 本 ， 编 号 为
320981000201303010016，现声明作废。

东台市永权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因保
管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东台市新街镇堤东社区救急难互助
会因保管不慎遗失社会团体法人登记
证书正副本各一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 ：5132098131057814XH），声 明 遗
失。

东台市新街镇堤东社区救急难互助
会因保管不慎遗失法定代表人林敏印
签章一枚，声明作废。

东台市新街镇沿海社区救急难互助
会因保管不慎遗失社会团体法人登记
证书副本一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513209813105782385），声明遗失。

东台市四季旅行社有限公司遗失于
2003年 7月 15日办理的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发证机关为：东台市国家税务局，
证号为：320981750014823，声明遗失。

东台市四季旅行社有限公司遗失于
2013年 9月 11日办理的组织机构代码
证号为 75001482-3 的代码证书正副
本，声明作废。

现有坐落在东台市鼓楼西路
25号（原鼓楼路369号）商铺出售，
一楼带二楼，面积126.7平方米。

联系电话：17816333969

旺铺急售

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
府主办的第二十四届上海电视
节 6 月 12 日正式揭幕，2018 年
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也自此正
式启航。

今年恰逢中国电视剧诞生
60周年。11日至15日上海电视
节期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将主
办“与时代同行——纪念中国电
视剧诞生60周年盛典”活动，回
顾60年来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和
成就，致敬杰出的中国电视剧工
作者，激励广大电视工作者面向
未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牢牢
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根本要求，
推动中国电视剧在新时代焕发

新气象、实现新作为，共同打造
永不落幕的中国剧场。

第二十四届上海电视节白
玉兰奖节目征集，共收到 50 个
国家和地区的报名作品 800 多
部。经过初步遴选，白玉兰奖电
视剧、纪录片、动画片和综艺节

目的入围名单已于日前公布。
最终获奖名单将在 6月 15日举
行的“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上
揭晓。

历来被电视业界称为具有
“专业性、前瞻性和风向标”的白
玉兰电视论坛，将紧扣“坚定文

化自信、倡导为人民创作、打造
永不落幕的中国剧场”等主题，
举行6场活动。此外，上海电视
节还将举办白玉兰“阅·读计
划”，倡导青年电视人和大众在
日常生活中通过阅佳剧、读好书
培养自身素养。

第二十四届上海电视节揭幕第二十四届上海电视节揭幕

拥有34年历史的世界大学生
赛艇锦标赛首次走出欧洲，将于
今年8月在上海举行。6月11日，
2018年世界大学生赛艇锦标赛组
委会成立大会在上海交大举行，
意味着这项顶级世界大学生体育
赛事的筹备准备工作已进入最后
冲刺阶段。

赛艇是奥运会传统比赛项目
之一，在世界各国的大学中也非
常普及。1829年，英国牛津大学
和剑桥大学在泰晤士河上举行了
首次校际赛艇比赛，自 1856 年
起，这项比赛已延续160多年。

世界大学生赛艇锦标赛是由
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办的世
界大学生赛艇项目的最高水平赛
事，每两年举办一届。自1984年
第一次举办以来，全球约5000多
名大学生运动员参加过。在世界
各国高校，特别是欧美名校中拥

有广泛声誉。
2018年世界大学生赛艇锦标

赛将于 8 月 10 日至 13 日在位于
淀山湖的上海市水上运动中心举
行。将设立男女共 16 个比赛项
目。届时，将有来自英国、美国、
加拿大、意大利、荷兰等 25 个国
家和地区的近500名运动员代表
参加。

据介绍，赛事主办方国际大
体联与中国大体协将承办权授予
上海交通大学，得益于上海交大
的体育传统与近年来在各项大学
生体育赛事上所取得的佳绩，中
国首枚大学生赛艇世锦赛金牌由
上海交大学子获得。本届比赛还
将为传播上海城市形象、打造中国
大学体育名片作出贡献，让世界青
年人在体育竞技舞台上共享体育
精神与各国文化，成为一届体育推
动交流与了解的世界盛会。

世界大学生赛艇锦标赛首次走出欧洲
8月将在上海举办

32 岁“高龄”并有“红土之
王”称号的纳达尔，在6月 11日
结束的2018法国网球公开赛男
单决赛中，直落三盘击败奥地利
新秀蒂姆，赢得职业生涯第 11
个法网冠军，这也是他获得的第

17个大满贯冠军。
本届法网，上届冠军纳达尔

前六场比赛仅丢一盘强势闯进
决赛。他的对手蒂姆同样表现
出色，在半决赛横扫“黑马”切基
纳托之后首次杀进法网男单决

赛。2017 赛季和 2018 赛季，纳
达尔在红土上的战绩为惊人的
49胜2负，而这两次败绩就是拜
蒂姆所赐。

然而，决赛的过程并没有想
象中的激烈，虽然蒂姆竭尽全
力，仍然无法阻止强大的纳达
尔。尽管在第三盘，纳达尔手指
突然出现抽筋，但并没有妨碍其
锐利的攻势。这场比赛，纳达尔
每盘比赛均率先完成破发，最终
以6比 4、6比 3和 6比 2直落三
盘取胜。蒂姆对于这场决赛的
准备不可谓不充分，在比赛中也
打得积极主动，但在底线的对抗
上依然处于明显下风，尤其是他
的反手在对上纳达尔的强力正
手之后明显吃亏，既打不出想要
的力度，也缺乏足够的角度，在
比赛中被纳达尔反复压制，不断
丢分，从第二盘比赛开始，蒂姆
的信心已经明显受到影响，完全
无力扭转场上的局面。

在颁奖仪式上，纳达尔高举
奖杯，眼眶湿润，获得观众长时
间的热烈掌声。他直言从没有
想过能11次夺得法网冠军，“确
实是一场伟大的胜利，有很多
人推着我一直向前走，夺冠感
觉像在做梦一样”。他透露，第
三盘手指抽筋时曾经有些害
怕，“其实第三盘打得有些艰
难，特别是我手指抽筋的时候，
真的有些害怕。蒂姆的表现非
常好，把比赛推向了高潮，我曾
经梦想夺得法网冠军，但没想
到能够 11 次夺冠，感谢所有人
对我的支持。”

这是纳达尔赢得的第 11座
火枪手杯，他在这片红土上继续
上演传奇。从上个赛季开始，连
续六个大满贯冠军都属于纳达
尔和费德勒这两位老将，这也让
原本慢慢变淡的“史上最佳”之
争又重起波澜。

法国网球公开赛：纳达尔成功卫冕

东台镇串场河浅滩清淤清杂及三
灶居委会八沟疏浚工程，面向社会公
开招标。

一、工程地点：东台镇境内。
二、工程概况：
一标段:清理河岸线两侧各10米

范围内垃圾和淤泥，约2750立方米，
清理水草及芦苇约2200平方米，清理
沉船2条。

二标段:疏浚长度 1100 米(含涵
闸清淤22米),总疏浚土方9997方(含
河床坝方);施筑送土区圩埝约300米,
破及恢复路2处计13.8平方(23*0.6米) 。

具体情况详见招标文件。

三、报名资格条件：有水利工程施
工资质三级以上的单位均可报名。报
名时携带：企业法人授权委托书原
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资质
证书复印件、安全生产（经营）许可复
印件、项目经理证书复印件。复印件
都需加盖投标单位公章。资格审查采
取后审办法。

四、报名时间及地点：2018年6月
15 日下午 5：30 前，在东台镇人民政
府(原东台市城南中学)3#楼2楼。

五、开标时间及地点：2018年6月
19 日下午 3：00，在东台镇人民政府
(原东台市城南中学)3#楼2楼。

六、联系电话：85263506。

东台市东台镇人民政府
2018年6月12日

招标公告

溱东镇罗二村七组沈继荣
于 2009年 2月 26日凌晨，在上
海市浦东机场大道11号垃圾站
旁捡到女婴一名，望小孩父母见
此声明 60日内前来认领，逾期
则作弃婴处理。

声明人：沈继荣
2018年6月13日

声明

1、东台市头灶镇人民政府的东台
市头灶镇政府办公楼门厅、会议室改
造工程已经相关文件批准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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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宏建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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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地点：头灶镇人民政府
（2）工程规模：约44万元
（3）工期要求：40个日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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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台市头灶镇政府办公楼门厅、
会议室改造工程施工，完成招标人提
供的图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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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
及以上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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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用合理
低价法。

7、投标申请人可在东台市人民政
府 网 站 群 头 灶 镇 网（http://www.
dongtai.gov.cn/col/col729/index.
html）上查阅相关资料，并于2018年

6月 12日 9时至 2018年 6月 15日 16
时，委派本单位正式人员（资格审查资
料中需有投标人所在地社保部门出具
的投标截止时间前两年期间连续一年
在该单位参保缴费清单、注册缴费起
止时间且加盖社保部门有效章印）携
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到江苏宏建工程建
设咨询有限公司（地址：城中花园南门
2 号 楼 四 层 西 侧 ，联 系 电 话 ：
18896831527）购买招标文件及相关
资料，售价：300元/份，售后不退。

8、其他：本工程开标时间为2018
年6月19日10时。

头灶镇人民政府
2018年6月12日

东台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资格后审）

东台市城东新区纬三路污水管道
西延（富乐德南侧）工程，具体事项公
告如下：

一、工程概况：纬三路污水管道西
延（富乐德南侧）工程施工，完成招标
人提供的工程量清单中全部施工内
容。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用合理低
价法。其余事项详见招标文件。

二、投标者资质
1、投标者具备的主要资格条件:

（1）具有三级及以上市政公用工程施
工总承包资质的企业；（2）项目负责

人为二级及以上市政公用工程专业注
册建造师。

2、投标者报名时需携带：法人授
权委托书、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资质
证书复印件等相关材料。其余事项详
见招标文件。

3、投标者报名时须携带本人身份
证并缴纳报名费300元/套，领取相关
资料，报名费不退。

三、报名、开标时间及地点
报名时间：2018年 6月13日上午

9时至2018年6月15日17时
报名地点：城东新区科创大厦 4

楼西侧招标办公室、0512办公室
联系电话：
13851031610 13655116881

开标时间、地点：2018 年 6 月 19
日下午 15时科创大厦一楼西裙楼会
议室

城东新区招投标办公室
2018年6月13日

招标公告

为管好集体资产，对已经上级确
权 的 1 宗 贝 类 开 放 式 养 殖 用 海
2544.24 亩海域使用权对社会公开发
包。现公告如下：

一、海域使用权证号、发包面积、
使用范围、海域用途、承包期限等事项
详见招标文件。

二、报名须知
凡是从事海洋经济藻类养殖的渔

村经济合作社、企业法人、专业渔民及
18周岁以上的社会公民等（国家法律
另有规定的除外）都可报名参加此次
海域使用权公开竞价发包，凡有意报

名参与竞包者报名时需携带单位法人
证书、营业执照副本及本人居民身份
证原件并提供复印件各一份，所有复
印件上报名人要签字，报名时缴纳报
名费 200 元（售后不退），同时缴纳
50000 元的诚信投标履约保证金（缴
纳账户：东台市海洋渔业公司，开户
行：弶港农商行，账号：3209 1927
0120 1000 0154 17，不接受现金报
名）。招标其他事项详见招标文件。
报名人要保证通讯畅通，如无法联系
责任自负。

三、报名、开标时间及地点

从 2018 年 6 月 12 日上午 9 时起
至 2018 年 6 月 19 日 17 时止（工作
日）。

弶港镇招投标办公室
报 名 联 系 人 ： 徐 女 士

15251945272
投标时间、地点：2018 年 6 月 20

日上午9时30分，弶港镇人民政府一
楼东会议室。

东台市海洋渔业公司
弶港镇招投标办

2018年6月12日

海域使用权竞价承租公告

2018 年会计职业资格培训考试
即日起报名了。市百佳电脑学校特
开设会计基础班、会计初、中级职称
班、会计账务实操班，报名可签协议，
学会通过考试为止，主要学习会计基
础、经济法、会计实务等。

一级、二级建造师、一级消防工

程师(考前有封闭押题训练、一次考
证帮交保险拿两份工资)、育婴师、
教师资格证培训班即日起报名；

我校所有班均分白班、晚班、周
末班。另常年开设大专、本科学历
班，专业全，两年半考试通过拿证。

地址：东台市百佳电脑学校(时
代大厦北门三楼、步行街东首)

电话：85263311、18901419666
吴老师 18901419601周老师

学会计、建造师
到东台百佳

1、东 台 市 清 淤 造 地 有 限 公 司
10KV组合互感器安装工程已经批准
建设，工程所须资金来源是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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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况
（1）工程地点：笆斗垦区
（2）质量要求：合 格
（3）工程规模：约6万元
（4）工期要求：7日历天
3、本招标工程设一个标段，招标

内容如下：
东台市清淤造地有限公司 10KV

组合互感器安装工程，完成招标人提
供的工程量清单的全部施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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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以上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或三
级及以上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且同时具有五级及以上承装、承修、承
试电力设施许可证。

（2）拟选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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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用合理
低价法 。

6、投标申请人必须委派本单位正
式人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及以下文
件购买招标文件，可于2018年6月13
日至 6 月 19 日上班时间到东台市聚
府双苑B楼3楼东盛事务所购买招标
文件，招标文件售价：300元/份，售后
不退。联系电话：13951484515

7、本项目开标时间、地点详见招
标文件。

东台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18年6月12日

东台市清淤造地有限公司10KV组合互感器安装工程招标公告
（资格后审）

[ 国资信息 ]

经研究，决定实施蹲门靶场鸡棚
等拆除工程，为择优选定施工单位，保
证拆除质量和时间，现面向社会公开
招标，特公告如下：

一、工程地点
弶港镇蹲门居委会境内。
二、工程内容、工程标准、要求和

工期：拆除总计 7 幢（拆除的鸡棚 4
幢，拆除弹药库1幢，为砖和彩钢瓦结
构；拆除值班室 2幢，为砖瓦结构），
合计面积22026.8㎡。拆除要求：将拆
除范围内所有地上建筑物，清运干
净。拆除鸡棚等房屋工期为 8天，按
招标方通知起算。

三、报名条件
㈠具有房屋拆迁工程施工资质的

单位均可报名。报名时须提供：①规
范、齐全的企业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

②法人身份证明书；③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复印件（含注明固定联系号码）；
④资质证书复印件；⑤安全生产（经
营）许可证复印件；⑥法人和委托授权
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所有的复印件
均须加盖投标单位公章。投标时缴纳
投标保证金2000元人民币(现金)。不
缴纳投标保证金不得参加投标，作为
弃权处理。

㈡投标人应承担其投标所涉及的
一切费用。不管投标结果如何，招标
人对上述费用不负任何责任。招标后
中标者缴纳的 2000元投标保证金直
接转为工程质量履约保证金，未中标
人缴纳的投标保证金现场无息退还。

㈢报名者在报名期间自行至工程
地点现场勘察了解拟拆工程的所有情
况，一旦报名即表示报名者完全了解、

接受、认可房屋拆除的所有相关情况，
并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如只有一人报
名，可实行公开议标。

四、报名时间及地点
报名时间：2018年 6月11日上午

9时起至2018年 6月15日16时止(工
作日)。

报名地点：政府招投标办公室。
招标时间、地点：另行电话通知。
联 系 人：徐女士
联 系 电 话 ： 85728138

15161945272
特此公告

弶港镇人民政府
2018年6月11日

蹲门靶场鸡棚等拆除工程招标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