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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台市三仓镇人民政府的
东台市三仓镇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6 号温室二膜新建工程已经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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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万元；
（3）工期要求：30日历天；
（4）质量标准：合格。
3、本项目招标内容如下：
东台市三仓镇现代农业产业

园区 6号温室二膜新建工程施工

（投标人自行踏勘现场），完成招标
人提供的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文件
要求的全部施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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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级及以上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资质；

（2）拟选派项目负责人资质等
级：二级及以上建筑工程专业注册
建造师。

5、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用
现场随机抽取评标办法（合理低价
法或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

6、投标申请人可于 2020年 4
月7日至2020年4月11日上班时
间（8:30-11:30、14：30-17:30）
委派本单位正式员工携带本人身
份证原件到东台市三仓镇财政所
办公室（3）（政府二楼）购买招标文
件及相关资料。联系人：吴玥，联
系电话：0515-85302049。报名费
200元/份，售后不退。

7、其他：本工程开标时间为
2020 年 4 月 13 日 15 时；地点：东
台市三仓镇人民政府三楼会议室。

2020年4月3日

东台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资格后审）

印刷:盐阜大众报报业集团印务有限公司

1、江苏省新曹农场有限公司
的优质肉鸡生态养殖项目土建工
程已经批准建设，工程所需资金来
源是上级财政拨款及自筹，现已落
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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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新曹农

场曙光分场；
（2）工程规模：约50万元；
（3）施工总工期：70 个日历

天；
（4）质量标准：合格。

3、本招标工程共一个标段，相
应招标内容如下：

3栋鸡舍土建，完成招标人提
供的施工图纸的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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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及以上资质

（2）拟选派项目负责人资质等
级：二级及以上建筑工程专业注册
建造师小型项目管理师；

5、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用

合理低价中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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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招标文件及相关资料，可于
2020年 4月 4日至 4月 10日上班
时间至新曹农场项目办公室购买
招标文件及图纸 200 元/标段，售
后 不 退 。 联 系 电 话 ：
051585860027 15261972833。

7、其他：开标时间详见招标文
件。

2020年4月3日

新曹农场优质肉鸡生态养殖项目
土建工程招标公告（资格后审）

4 月 2 日,法国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
空空荡荡。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2
日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超过 100 万例。

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 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的深切哀悼,
国务院3日发布公告,决定2020年4月4日举行全国性

哀悼活动。在此期间,全国和驻外使领馆下半旗志哀,
全国停止公共娱乐活动。4月4日10时起,全国人民默
哀3分钟,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

国务院公告:

今天举行全国性哀悼活动

新华社北京4月2日
电 记者 2日从商务部了
解到,商务部、海关总署、
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关
于有序开展医疗物资出口
的公告(2020年第 5号)》,
要求出口的检测试剂、医
用口罩、医用防护服、呼
吸机、红外体温计等 5类
产品必须取得国家药品监
管部门相关资质,符合进
口国 (地区)质量标准要
求。

三部门有关司局负
责人表示,中国政府一贯
高度重视医疗物资质量安
全,对相关产品实行严格
管理。在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特殊时期,进一步强化
质量监管、规范出口秩序
尤为重要。如医疗物资出
口中出现质量问题,将会
同相关部门认真调查,发
现一起,查处一起,依法
惩处,绝不姑息,更好发
挥医疗物资的重要作用。

三部门有关司局负责
人表示,希望国外采购方
选择在我国药品监管部门
注册的产品的供应商,并

在产品使用前进行相应的
质量检验,严格按照产品
适用范围和操作规程正确
使用。我们愿同国际社会
共同努力,为医疗物资有
序出口营造良好环境,更
好地支持全球抗击疫情。

三部门披露的数据
显示,截至2020年3月31
日,国家药监局应急审批
批准 25 个新冠病毒检测
试剂,包括17个核酸检测
试 剂、8 个 抗 体 检 测 试
剂。此外,国家药监局和
各省级药品监管部门还批
准国产呼吸机产品注册证
67个,国产医用防护服产
品注册证 302 个,国产医
用防护口罩产品注册证
153 个,国产医用外科口
罩产品注册证 549 个,国
产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产
品注册证 785 个,国产红
外体温计(含耳温计、额温
枪)产品注册证共234个。

据相关部门统计,3
月 1 日以来,全国共验放
出口口罩、防护服等主要
防控物资 27.7 亿件,价值
62.9亿元。

三部门出台措施加强
医疗物资出口质量管理

4 月 2 日晚，人们在武汉汉口江滩欣赏夜色。目前,武汉市无疫情小区占比已达 99.0%。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好转，部分市
民走出家门，来到汉口江滩，呼吸新鲜空气，感受江滩夜色。

新华社华盛顿 4月 2日电 美国国
会预算办公室 2日发布经济预测称,受
新冠疫情影响,二季度美国经济降幅将
超过7%,失业率将超过10%。

国会预算办公室当天在一份声明中
表示,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导致商
业活动持续中断,美国经济将在今年二
季度大幅收缩,降幅可能超过7%,按年
率计算超过28%。声明还指出,经济下
滑情况可能会更严重。

声明表示,二季度失业率预计将超
过10%,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近两周劳
工部发布的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的数
据。截至3月 21日的一周,美国首次申
请失业救济人数飙升至约 330万人。2
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3月28日的一周,
这一数值再创新高,超过660万人。

美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

美二季度经济
降幅超7%

新华社东京 4月 3日电 据日本广
播协会电视台统计,截至3日北京时间9
时 30分,日本确诊病例达2793例,死亡
病例 73例。由于医疗机构床位趋于紧
张,厚生劳动省提出可以考虑让轻症者
和无症状感染者腾出病床。

截至目前,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已
有44个出现确诊病例。东京都2日新增
确诊病例 97例,单日增幅再创新高,累
计684例。

据厚生劳动省统计,截至2日,日本
国内确诊患者中505人已出院。“钻石公
主”号邮轮确诊患者712人中已有619人
出院,11 人死亡;不包括“钻石公主”号
邮轮人员,已检测34510人。据介绍,日
本检测能力从3月底开始有提升,3月31
日检测量首次超过单日3000份。

目前日本确诊感染者不论有无症状
一律在医院隔离病房收治。由于医疗机
构床位趋于紧张,厚生劳动省2日说,疫
情加剧地区可以考虑让轻症者和无症状
感染者在政府提供的设施或家中静养。

日本病例持续增加
拟让轻症者腾病床

新华社武汉4月2日
电 近日,湖北省人民政府
根据《烈士褒扬条例》和
《退役军人事务部 中央军
委政治工作部关于妥善做
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牺牲
人员烈士褒扬工作的通
知》精神,评定王兵、冯效
林、江学庆、刘智明、李文
亮、张抗美、肖俊、吴涌、柳
帆、夏思思、黄文军、梅仲
明、彭银华、廖建军等14

名(按姓氏笔画排序)牺牲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
人员为首批烈士。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
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
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
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广大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
者英勇奋战在疫情防控工

作第一线,为坚决打赢湖
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做
出了突出贡献,涌现出一
大批可歌可泣的先进典
型,王兵等14名同志就是
其中的优秀代表。

“烈士”是党和国家授
予为国家、社会和人民英
勇献身的公民的最高荣誉
性称号。首批评定的 14
名烈士,有的是直接参与
一线救治工作的白衣战

士,用生命守护生命,以大
爱诠释医者仁心;有的是
始终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
的公安干警,以生命践行
使命,用热血铸就警魂;有
的是用真心真情帮助解决
群众生活困难的社区工作
者,用生命书写担当,用爱
心守护家园。他们是新时
代最可爱的人,他们的崇
高精神永垂不朽!

湖北14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
牺牲人员被评定为首批烈士

4月3日上午,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举行新闻发
布会,介绍增加地方政府
专项债规模和强化对中小
微企业普惠性金融支持有
关情况。会上,财政部副
部长许宏才表示疫情发生
以来,财政部高度重视小
微企业的融资问题,全力
支持小微企业现金流不断
裂,按照3月 31日国务院
常务会议部署,围绕健全
贷款风险分担机制,鼓励
发展中小微企业增信商业
保险产品,降低政府性融
资担保费率,减轻中小微
企业综合融资成本这个主
题,财政部主要从以下三
个方面去做工作:

第一,要求国家融资
担保基金 2020 年新增再
担保业务规模不得低于
4000 亿元,投资 10 家支
农支小成效明显的地级市
融资担保机构,对 100 万
元以下的免收再担保费,
其余的再担保费也要减

半,就是 100 万元以上的
要减半。

第二,要求政府性融
资担保行业减半收费,将
综合融资担保费率降至
1%以下。确保2020年新
增的支农支小业务占比不
得低于80%。

第三,允许符合条件
的创业担保贷款展期。研
究进一步增加支持群体、
降低进入门槛,将受疫情
影响的重点群体纳入支持
范围。预计 2020 年将新
增支持 100 万个人创业
者、1万家小微企业,增长
的 幅 度 会 比 上 年 增 长
50%以上。

许宏才称,下一步,财
政部将会加快优化创业担
保贷款贴息的政策,通过
贴息,让更多的小微企业
有钱创业、轻装上阵;改进
担保激发支小动力,引导
金融资源向小微企业聚集
和精准滴灌,形成合力,帮
助小微企业渡过难关。

财政部:
三大举措助力解决

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难题

1、东台海之韵湿地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的东台沿海经济区条子
泥观潮区北侧沥青路面摊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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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沿海经济

区条子泥景区；
（2）工程规模：约89万元；
（3）工期要求：工期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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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台沿海经济区条子泥观潮区

北侧沥青路面摊铺工程施工，完成
招标人提供的施工图纸及工程量
清单中全部工作内容。

5、申请人应当具备的主要资
格条件：

（1）投标人资质类别和等级：
三级及以上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
承包资质且上述资质投标当日至
本工程中标候选人公示期满上述
资质动态核查均处于合格状态。

（2）拟选派项目经理资质等
级：二级及以上市政公用工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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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非入场交易平台、
东台日报、江苏省东台沿海微信公
众号“东台沿海”上查阅招标信息，

并于 2020 年 4 月 3 日 9 时至 2020
年 4月 10日 18时上班时间委派本
单位正式人员【资格审查中需提供
社保部门出具的至少包含2019年
9月至2020年2月期间连续六个月
的招标文件购买人在该单位参保
缴费清单（或养老保险手册）】到东
台沿海经济区科技创业大厦839室
财经局购买招标文件及相关资料，
售价：300.00元，售后不退（节假日
不上班）。

8、其他：本工程开标时间及开
标地点等详见招标文件，开标结果
公示详见江苏省东台沿海微信公
众号“东台沿海”。
东台海之韵湿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2020年4月3日
特别说明：本项目非进入东台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项目，由
招标人自行组织招投标活动。

东台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资格后审）
1、东台海之韵湿地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的条子泥木结构商铺、淋浴
间迁移工程施工已经相关文件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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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宏天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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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子泥景区；
（2）工期：15日历天；
（3）工程规模：47.6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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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子泥木结构商铺、淋浴间迁

移工程施工，完成招标人提供的施
工图纸和工程量清单中全部工作内
容。

特别提醒：因该项目与条子泥
景区2#驿站木结构主体结构工程存

在交叉施工，在本项目开标之前，施
工单位必须派相关技术人员至条子
泥景区2#驿站木结构主体结构工程
施工现场自行踏勘，考虑各种施工
中可能存在的一切因素进行报价，
并在投标资格后审资料中提供现场
踏勘确认单原件（格式见招标文件
附件），否则资格后审不予通过。且
中标施工单位必须无条件配合条子
泥景区2#驿站木结构主体结构工程
总进度。

5、申请人应当具备的主要资格
条件：

（1）投标单位资质要求：三级及
以上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的企
业。

（2）项目负责人要求：二级及以
上建筑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

（3）业绩：投标单位自2016年1
月 1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以来
承担过单项合同金额35万元及以上
的木结构房屋工程的施工业绩。（提

供中标通知书（非招标项目不需提
供）、合同及验收证明材料复印件，
如提供的合同未能体现招标文件要
求的相关指标的，须提供招标方出
具的有效证明等证明材料复印件。）

6、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用合
理低价法。

7、投标申请人于2020年 4月 3
日9时至2020年4月10日18时（上
班时间）委派本单位正式人员（资格
审查中需提供保险证明资料）携带
本人身份证原件到东台沿海经济区
科技创业大厦839室购买招标文件
及相关资料，售价：300元/份，售后
不退。

8、联系人及联系电话：杨婷婷
0515-85260880。

9、其它：本工程开标时间及开
标地点等详见招标文件，开标结果
公示详见“东台沿海”微信公众号。

2020年4月3日

东台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资格后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