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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信息]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郑州大学、盐城工学院、盐城师范学
院、电子科技大学、九州职业学院、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等现在东台常年开设网络
教育、成人教育大专、本科学历，专业有：
学前教育、建筑工程、工程造价、会计学、

金融学、工商管理、物流、法学、机电一体
化、计算机、旅游管理、护理学、药学等。
学习形式网上学习为主，两年半考试通
过拿证。

常年开办会计基础班、会计初、中级

职称班，一级、二级建造师(考前3天封闭
训练)、一级消防工程师、各类电脑专业、
育婴师、教师资格证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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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专、本科学历提升到东台百佳

乒乓球男子世界杯 12 月 1
日在成都结束，头号种子、来自
广州的国乒22岁主力樊振东在
决赛中以 4 比 2 逆转日本队 16
岁华裔新星张本智和，成功卫冕
的同时荣膺男子世界杯“三冠
王”。

国乒派出了樊振东和马龙参
加本届男子世界杯，他们此前都
曾两度在这个杯赛上封王。樊

振东在半决赛以4比0横扫中国
台北队的 18 岁主力林昀儒，31
岁的国乒大满贯马龙以2比4输
给了日本队的张本智和。这样，
决赛成了中日两队男乒未来领
军人的青春对决。樊振东在大
比分以1比2落后的情况下连扳
三局以4比 2实现逆转，继2016
年和 2018年后第三度夺得乒乓
球男子世界杯冠军。

乒乓球男子世界杯
樊振东荣膺“三冠王”

1、东台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的开发区中合党群服务中心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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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7万

元。
（3）质量标准：合格。
（4）工期：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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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中合党群服务中心附属工程施
工，完成招标人提供的工程量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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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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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申请人的被授权委托人

携带本人身份证于2019年 12月 3
日至 2019年 12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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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开标时间为：2019
年12月10日9时。

联系人：纪建平
电话：15061686966
地址：东台市经三路7号
联系人：吴春华
电话：13655118166
地 址 ：东 达 翰 林 缘 商 铺

12-104号
2019年12月3日

开发区中合党群服务中心附属工程招标公告

近日，ATP通过其官方网站
公布了本赛季各年度奖项的提
名名单。阿利亚西姆、贝雷蒂
尼、梅德韦杰夫和西西帕斯，这
四位备受关注的新生代球员将
竞争年度进步最快球员奖。

在ATP年度各奖项中，最佳
复出球员、进步最快球员、新秀、
埃德伯格体育精神奖、最佳赛事
将由球员们票选，年度最佳教练
由教练们票选，而最受球迷喜爱
的选手将由球迷在线投票选出。

阿利亚西姆、贝雷蒂尼、梅
德韦杰夫和西西帕斯，这四位备
受关注的新生代球员将竞争年
度进步最快球员奖。本赛季，贝
雷蒂尼、梅德韦杰夫和西西帕斯

都打入了年终总决赛，其中梅德
韦杰夫两夺大师赛冠军，西西帕
斯问鼎年终总冠军。此外，阿利
亚西姆同样在今年有令人眼前
一亮的表现。

年度新秀奖项的候选者需
满足“今年首次进入前 100 名”
这一条件，最终阿利亚西姆、达
维多维奇-弗基纳、凯茨曼诺维
奇、穆泰、波普林、辛纳和伊梅尔
获得提名。

此外，费德勒、纳达尔、施瓦
茨曼和蒂姆入围埃德伯格体育
精神奖，穆雷、瓦林卡、卢布列夫
和特松加角逐最佳复出球员
奖。最终全部奖项的评选结果
将在12月揭晓。

ATP各年度奖项候选公布
“进步最快球员”竞争激烈

东台市农业农村局拟对2019
年以来没收的“浮子筏”进行拆解
残值变价处置，现通过公开收购的
方式确定收购方，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实施名称
2019年度没收“浮子筏”拆解

残值变价处置项目
二、标的物简况
钢质浮泡式“浮子筏”6条
三、收购要求
成交后由收购方雇佣持证书

的气割工人数名（自带气瓶、割枪）
在安全允许的情况下进行现场切

割，钢管切割的标准必须达到无法
二次使用的要求。

四、收购人资格要求
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法人或

个人。
五、收购方式
（一）标的物查勘：凡对此项目

感兴趣者于 2019年 12月 9日（上
午 9：00—下午 17：00）到东台市
七一桥船舶修理厂、东台市渔港渔
船修造厂、渔政执法基地院内对处
置物进行查勘。

（二）有意参与收购者于2019
年 12月 10日（上午9：00—9：30）

在渔政执法基地一楼办公室报名，
报名时需要提供身份证明或营业
执照（原件）并缴纳收购保证金人
民币5000元，未成交方当场退还；
参与收购方不得少于3家，不满3
家该收购自动中止；本次收购设定
最低价，现场进行三轮报价，最高
报价者为收购方。

六、联系方式
变价方：东台市农业农村局东

台市广场路6号
联系人：常代明
电话：15358205989

东台市农业农村局
2019年12月2日

2019年度对没收“浮子筏”拆解
残值变价的公告

戏曲文化进校园戏曲文化进校园

一、招标条件
1、工程名称：东台市南沈灶镇

庆丰村2019年度桥梁建设工程
2、招标人：东台市南沈灶镇人

民政府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本次招标项目的建设地点：

安云大沟庆丰中桥。
2、本招标工程概况：拆除旧

桥，新建3跨7+7+7简支板桥，桥梁
总 宽 3.3m，净 宽 3m，桥 面 采 用
8-9.5cm厚C40砼桥面铺装。具体
做法详见招标文件及清单。

3、计划工期：60日历天。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的独

立法人企业。
2、投标人资质等级要求：投标

企业具有三级及以上水利水电工程
施工总承包资质或投标企业具有三
级及以上市政公用施工总承包资质
或三级及以上桥梁工程专业承包资
质；且上述资质经建筑市场监管与
诚信信息一体化平台企业资质查询
无动态监管不合格的情形。

3、项目负责人(注册建造师)要
求：拟用于本工程的项目负责人为
二级及以上水利水电工程专业注册
建造师或二级及以上市政公用工程
专业注册建造师。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1、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19年

11 月 30 日至 2019 年 12 月 5 日上
班时间

2、报名地点：东台市南沈灶镇
人民政府招标办

3、报名资料：单位介绍信（或
委托书）、报名人的有效身份证复
印件需提供原件。

五、评标方式：经评审的最低价
法。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沈邦润
电话：13770097890

南沈灶镇招投标办公室
2019年11月30日

招 标 公 告

东台市城东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安全检查整改改造及零星工程，工
程规模：约5.9 万元；工期：20日历
天。现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具体事
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东台市城东污水
处理有限公司安全检查整改改造及
零星工程，完成招标人要求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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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具有三级及以上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或三级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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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或二级及
以上市政公用工程专业注册建造
师。

2、投标人必须委派本单位正式
人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公司授
权委托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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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证原件、公司授权委托书原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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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上

午9时至2019年 12月 5日下午18
时（上班时间）

报名地点：东台高新区科创大
厦六楼605、606招标办公室。

联系电话：15962097807
18252927677

开标时间、地点：2019年 12月
6日下午15时，科创大厦一楼西裙
楼会议室

东台高新区招投标办公室
2019年12月3日

招标公告

东台市城东污水处理有限公
司编制一期二期安全三同时、生
产应急预案及组织演练项目，工
程规模：约11万元。现面向社会
公开招标，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东台市城东污
水处理有限公司编制一期二期安
全三同时、生产应急预案及组织
演练项目，完成招标人要求的全
部内容。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
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其余
事项详见招标文件。

二、投标者资质
1、（1）企业为独立法人单

位，并具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具有安全评价资格的单位；有应
急预案及安全三同时实施项目经
验，并提供项目实施合同证明文
件。

（2）项目负责人资格要求：
应具有国家安全评价师资质或注
册安全工程师资质；

（3）本项目不接收联合体投
标。

2、投标人必须委派本单位正
式人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公司
授权委托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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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证原件、公司授权委托书原
件并缴纳报名费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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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

上午 9时至 2019 年 12 月 5日下
午18时（上班时间）

报名地点：东台高新区科创
大厦六楼605、606招标办公室。

联系电话：15962097807
18252927677

开标时间、地点：2019 年 12
月 6日下午16时，科创大厦一楼
西裙楼会议室

东台高新区招投标办公室
2019年12月3日

招标公告

东台市城兴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的东台高新区市场路（东进
路-惠阳路）两侧景观绿化设计
项目，项目规模：景观绿化设计
面积约128856平方米，设计费约
27.10万元；设计总周期：25日历
天。现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具体
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东台高新区市
场路（东进路-惠阳路）两侧景观
绿化设计项目，完成招标人要求
的全部内容。本项目评标定标办
法采用综合评分法。其余事项详
见招标文件。

二、投标者资质
1、设计投标申请单位资质等

级及范围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a、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
准和颁发的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
质；

b、具有乙级及以上风景园
林工程设计专项资质。

2、设计投标申请单位项目负
责人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项目设计总负责人具有相关
专业高级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
称，并具有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
历。

3、投标人必须委派本单位正
式人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公
司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单位资质证

书复印件购买招标文件及相关资
料。

4、投标者报名时须携带本人
身份证原件、公司授权委托书原
件并缴纳报名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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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3日

上午 9时至 2019 年 12 月 5日下
午18时（上班时间）

报名地点：东台高新区科创
大厦六楼605、606招标办公室。

联系电话：15962097807
18252927677

开标时间、地点：2019 年 12
月 6日上午 9时，科创大厦一楼
西裙楼会议室

东台高新区招投标办公室
2019年12月3日

招标公告

1、东台市弶港镇新东片区公路
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已经批准建设，工
程所需资金已落实，现邀请合格的潜
在投标人参加本工程的投标报名。

2、江苏鸿成工程项目管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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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市弶港镇
（2）质量标准：合格
（3）工期要求：30日历天
（4）工程规模：约60万元
4、本招标工程共分一个标段，相

应招标内容如下：
单柱标志牌215套，警示桩1221

根，钢管栏杆 838.8m。完成招标人

提供的工程量清单及施工图纸的全
部内容。

5、投标人应当具备的条件：
（1）投标人要求：具有公路交通

工程（公路安全设施分项）专业承包
资质；

（2）项目负责人要求：二级及以
上公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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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人须持单位出具的授权
委托书于2019年 12月 3日上午8点
30分至 2019 年 12月 9日上午 12点
工作时间到弶港镇人民政府报名购
买招标文件，售价：300 元/份，售后
不退。同时在报名期间缴纳诚信投

标 履 约 保 证 金 50000 元 ，账 号 ：
3209192701201000042474，开 户 名
称：东台市弶港镇财政所代管资金专
户，开户行：弶港农商银行，开标时凭
已缴的诚信投标履约保证金凭证、报
名费手续按时入场参与投标，手续不
全的作弃权处理。

8、其他：本工程开标时间、开标
地点：电话另行通知。

报名联系人：杨女士
电话：15061193702
勘察联系人：徐先生
电话：18901418501

东台市弶港镇人民政府
2019年12月3日

东台市弶港镇新东片区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招标公告
（资格后审）

11 月 27 日，2019 市戏曲进校园“镇镇到”演出在东台镇四
灶小学举行，京剧表演《绣红旗》、淮剧《板桥应试》选段、锡剧

《前园会》、京胡《夜深沉》等曲目精彩呈现，赢得了师生们的阵
阵掌声。活动现场，市锡剧团的演员还与学生进行现场互动，
通过普及戏曲知识，培养学生戏曲素养，营造校园戏曲文化氛
围，促进戏曲艺术传承发展。 邹鹏安 陶涛 摄

1、2019年土地整理工程经上
级批准建设，工程所需资金已落
实。现公开招投标确定施工单位
（人）。

2、工程概况
（1）工程地点：梁垛河闸、东台

河闸。
（2）工程规模：约2.8万元。
（3）工期要求：2020 年 12 月

20日前竣工。
（4）质量标准：合格。
3、本招标工程共分一个标段，

标段划分及相应招标内容如下：

详见土地整理工程清单。
4、申请人应当具备的主要资

格条件：
具备施工能力的单位或者个

人。
5、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用

最低价法。具体招标规则现场公
布。

6、投标人于2019年12月3日
9时至2019年12月5日17时工作
日上班时间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
到东台市堤闸管理处财务科购买
相关资料，售价200元/份，售后不

退。
7、投标人自行现场踏勘，（现

场踏勘时必须到各闸管理所签字
确认，未现场踏勘人员不得参加投
标）联系人电话：梁垛河闸朱小松
18912519295，东 台 河 闸 沈 山 军
13770268519。

8、本工程开标时间为2019年
12月6日15时，开标地点：东台市
堤闸管理处会议室。开标现场缴
纳投标保证金壹万元整。

报名联系电话：18082165221
东台市堤闸管理处
2019年12月2日

2019年土地整理工程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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