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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城·2019年扬州鉴真国
际半程马拉松赛”将于4月 21日
鸣枪开跑。赛事主办方4月12日
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赛事组
织情况，并宣布扬州将申办2022
年国际田联世界半程马拉松锦标
赛。

据介绍，世界半程马拉松赛
创立于1992年，目前每两年举办
一届。南宁曾于 2010 年举办该
项赛事，如果此次扬州申办成功，
将成为第二个举办该项赛事的中
国城市。

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
中心社会活动部主任、中国田径
协会副秘书长水涛在发布会上
说，“扬马”从2013年起被评为国

际田联金标路跑赛事，到今年已
经是第七年。作为国内唯一获得
国际田联金标和中国田协金牌认
证的“双金”半马赛事，扬马可以
被看作国内半程马拉松的“标杆”
赛事。扬州在赛事承办能力、国
际大赛举办经验、集中力量办大
赛等方面具有申办 2022 年世界
半程马拉松锦标赛的可行性。

另据介绍，2019 年扬马比赛
设半程马拉松和迷你马拉松两个
大项，线路与 2018 年保持一致，
届时将有来自全球 40 个国家和
地区的 35000 名选手参赛，其中
国际高水平选手和国内专业运动
员100多名。

扬州申办2022年世界半马锦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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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东台市东台镇国强服饰
店 （ 注 册 号 为 ：
320981601547660）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一 本 ，编 号 为 ：
320981000201311260060， 声
明作废。

东台市东台镇黄勇运输服
务 部 （ 注 册 号 为 ：
92320981MA1NAK1K9K）遗失营
业 执 照 副 本 一 本 ，编 号 为 ：
320981000201701120112，声明作
废。

江苏科罗尔安防科技有限
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正副本，核
准号为：J3117003907001，声明
作废。

吴同玲遗失子女吴偌依出
生证，证号：Q320539281，声明
作废。

顾露露遗失子女杨城宇出
生证，证号：Q320538123，声明
作废。

东台晟洋纺织有限公司因
保管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
作废。

1、东台市三仓镇人民政府的三仓
镇农村公路安保工程已经批准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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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况
（1）工程地点：东台市三仓镇；
（2）工程规模：约30万元；
（3）工期要求：10日历天；
（4）质量标准：合格。
3、本项目招标内容如下：
东台市三仓镇农村公路安保工程施

工，完成招标人提供的施工图纸及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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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以上公路工程或市政公用工程施工
总承包或二级及以上公路交通工程专
业承包（公路安全设施分项）。

（2）拟选派项目负责人资质等级：
二级及以上公路工程或市政公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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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4 月 15

日 9 时至 2019年 4 月 17 日 17时上班
时间委派本单位正式员工携带本人身份
证原件到东台市北海西路聚府双苑2号
楼（212室）购买招标文件及相关资料。
联系电话18105111998。报名费200元/
份，工本费100元/份，售后不退。

7、其他：本工程开标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18 日 15 时 ；地点：东台市三仓
镇人民政府三楼会议室 。

2019年4月13日

东台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资格后审）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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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台市城东新区管理委员会的东台
市城东新区垃圾桶询价采购，现面向社
会公开招标，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工程概况
东台市城东新区垃圾桶询价采购，现

邀请合格的潜在投标人参加本项目的询价
报名。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用最低投标
价法；工程规模约8万元。东台市城东新
区垃圾桶询价采购，共400只垃圾桶，规格
要求见询价文件。

二、投标者资质
1、申请人应当具备的主要资格条

件：参加报价的供应商须从事本次询价
货物的生产或销售，投标时提供营业执
照副本复印件。

2、投标人必须委派本单位正式人
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单位资质证
书复印件购买招标文件及相关资料。

3、投标者报名时须携带本人身份
证并缴纳报名费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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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4月 15日上午9

时至2019年 4月 17日下午18时（上班

时间）。
报名地点：城东新区科创大厦四楼

西侧招标办公室或者五楼512办公室。
联 系 电 话 ： 13655116881

18962051015
开标时间、地点：2019年 4月 18日

上午9时，科创大厦一楼西裙楼会议室

城东新区招投标办公室
2019年4月15日

招标公告

1、东台市三仓镇人民政府的东
台市三仓镇农桥公路危桥加装栏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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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况
（1）工程地点：东台市三仓镇；
（2）工程规模：约50万元；
（3）工期要求：40日历天；
（4）质量标准：合格。
3、本项目招标内容如下：
东台市三仓镇农桥公路危桥加

装栏杆工程施工，完成招标人提供

的施工图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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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及以上公路工程或市政公用工程
施工总承包或三级及以上桥梁工程
专业承包资质；

（2）拟选派项目负责人资质等
级：二级及以上公路工程或市政公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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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

15日 9时至 2019年 4月 17日 17时
上班时间委派本单位正式员工携带
本人身份证原件到东台市北海西路
聚府双苑 2号楼（212 室）购买招标
文 件 及 相 关 资 料 。 联 系 电 话
18105111998。报名费 200 元/份，
工本费100元/份，售后不退。

7、其他：本工程开标时间为
2019年 4月 18日 15时；地点：东台
市三仓镇人民政府三楼会议室。

2019年4月13日

东台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资格后审）

现弶港镇为民服务中心、政法大楼
外墙面真石漆工程经立项批准已具备招
标条件，为择优选定施工单位，降低工
程造价，保证工程质量，现面向社会公
开招标，特公告如下：

一、工程概况：本工程位于弶港镇政
府院内新建为民服务中心及政法大楼
（原计生中心楼）外墙面真石漆施工约
1810平方米。

二、工程要求及工程标准：具体详见
招标文件。

三、工程工期：工期为45个日历天。
四、报名条件
资格标准：
市政、建筑三级以上工程施工资质

(含三级)的单位均可报名。报名时须提
供：企业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法人身
份证明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含单位固定联系号码）、资质证书复印
件、安全生产(经营)许可证复印件、法人
和委托授权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派
的项目经理证书复印件，所有的复印件
均须加盖单位公章。报名人（须是法人
或授权委托人）须在报名期限先缴纳诚
信投标保证金10000元（缴纳户名：东台
市弶港镇财政所代管资金专户，账户：
3209 1927 0120 1000 0424 74，开户行：
弶港农商银行，不接受现金），后再凭已
缴纳的诚信投标履约保证金凭证和法人
报名资格材料履行报名手续（缴纳招标

文件工本费300元，不退）。开标时凭已
缴的诚信投标履约保证金凭证、报名费
手续入场参与投标，手续不全的作弃权
处理。

五、报名时间及地点：
报名时间：2019年 4月 12日上午 9

时起至 2019 年 4 月 19 日下午 17 时止
（工作时间）。

报名地点：弶港镇招投标办
招标时间、地点：另行电话通知
报名联系人：杨女士
联系电话：15061193702
勘察联系人：洪宇驰
联系电话：13770266218

特此公告

招标公告

为管好国有河堤及集体资产，增
加集体积累，加大社会事业的投入，
弶港段面东潘堡河西堤属于国有河
堤，需根据公益林管理要求栽植护
岸林，根据镇人民政府与市林业中
心会商会议的精神并协商一致，决
定对到期的原新曹林场的部分国有
河堤法定林地对社会现状公开发包
其承包经营权，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标的地点：弶港镇原新曹林场
内。

二、标的面积、承包期、四址范围及
有关要求：共分为4个标段，第一标段
54.01亩，第二标段62.08亩，第三标段
64.61亩，第四标段68.66亩，计249.36
亩。发包有关要求详见招标文件和图
纸。

三、发包期：承包期为10年，招
标后三天计算。

四、报名的有关要求：凡有意报
名参与竞包者需携带个人居民身份
证，每个标段缴纳报名资料费400元
（售后不退），同时各个标段的法定
林地须缴纳履约投标诚信保证金
40000 元和绿化保证金 45000 元。
（缴纳账户：东台市弶港天源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开户行：弶港农商行，
账 号 ：3209192701201000029193，
不接受现金报名）参加投标者的履
约投标诚信保证金自动转为投标履
约保证金，不参加投标的不予退还，
中标方须在 2020 年 3 月 30 日前将
林地按林业部门要求标准栽植到
位。定植树木栽植前苗木质量、规
格、栽植标准等由市林业中心和弶
港镇农业中心共同把关同意后方可
栽植。绿化保证金待中标方按要求
定植林业部门规定的二种树种后，
并通过发包方和市镇林业部门联合
验收合格后无息返还中标方，中标
方不按质要求栽植定植树木，不能
通过招标方、市镇林业部门验收合
格的，招标方可单方面解除合同，由
此导致的责任全部由中标方承担。
同时招标方可动用中标方缴纳的绿
化保证金栽植相应的定植树种，栽
植费用不够的，招标方可依法追
诉。竞标者可在本公告规定时间内
自行到现场踏勘标的情况（可与弶
港 镇 资 产 办 85728138、潘 存
13092141148联系），一旦报名即表
示报名者完全了解、认可、接受本标

的所有现状情况，无条件履行招标
文书的约定，并愿承担一切责任。
中标者签订合同、缴清承包款后即
视为发包方已将发包的林地移交给
中标者，中标者自行解决该地块交
田及障碍物等有问题的处置。

林木生长过程中抚育、采伐及林
木成熟采伐时，中标人按树木价值
（实际销售价）的30%向东台市林业
中心缴纳国家分成部分。

五、报名方式：凡自愿报名者请
于 2019 年 4 月 12 日上午 8：30 至
2019 年 4月 19 日下午 17时前至弶
港镇招投标办公室报名（工作日）。

联系人：杨女士
联 系 电 话 ： 15061193702

85728138
六、竞价时间及地点：另行通知
七、承包金、清田押金的缴纳方

式：中标者需在宣布中标后两天内
和发包方签订承包合同并一次交清
所有的承包费，逾期作违约处理，中
标方所缴纳的履约保证金和绿化保
证金不退。

招标公告

中国女篮国家队4月12日在
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体育训
练中心进行了军训会操。女篮国
家队主教练许利民表示，五天严
格的军事化生活提升了个人作
风、凝聚了球队力量，对后面的训
练和比赛会有很大的帮助。

对于本次女篮姑娘们的军训
成果，许利民感到满意。“队员们
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整个行
为、站相、坐相和内在的那种气
质，包括整齐划一、听从指挥命令
这些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对我们后面的训练和比赛会有很
大的帮助。所以这次军训虽然时
间很短，但是收获非常大。”他说。

女篮队长邵婷表示，军训培

养了自己吃苦耐劳团结协作的品
质，虽然辛苦，队员们并没有抱
怨。“最大的收获是，作为一个整
体，只要有一个人出错，就会影响
整个队伍的表现，所以说每一个
人都必须思想高度集中，这提升
了我们的默契程度。”邵婷说。

刚刚在 2019WNBA 选秀大
会上被亚特兰大梦想队选中的中
锋李月汝也在队伍中。对于选秀
的消息，李月汝表示自己也很意
外，但经过方方面面的考虑，感觉
现在去WNBA还是不够成熟，此
外还有联赛和国家队的备战比
赛，俱乐部担心受伤风险，所以奥
运会年前肯定不会去了。

中国女篮结束军训
主帅许利民满意成果

4 月 13 日，东台镇草根文艺团队——老来乐文化艺术团首场文艺快闪在金
墩幸福小广场呈现，一百多名“土声音”激情放歌《我和我的祖国》《我爱你中
国》，把美好的祝福献给新中国七十华诞。 邹鹏安 李华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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