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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伦敦 2 月 21 日电 中
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 21 日发
表声明说，一艘中国香港籍货轮
在直布罗陀水域发生爆炸，导致
4 名中国籍船员受伤。

声明说，中国驻英使馆高度
重视中国香港籍货轮“开普敦”
号爆炸导致中国籍船员受伤的报
道，第一时间与直布罗陀当地政
府主管部门取得联系，要求全力
救治伤员，尽快查明事故原因。

声明说，货轮主体未受破坏，
事故造成 4 名中国籍船员受伤，
其中 2 人受轻伤，留在船上接受
治疗，另外 2 人伤势较重，已被送
往西班牙塞维利亚一家医院进行
抢救。

声明还说，中国驻英使馆将
继续密切关注这起事故的进展，
与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一道，协
助有关企业做好后续工作。

中国香港籍货轮
在直布罗陀水域

发生爆炸
4名中国籍船员受伤

新华社明斯克 2月 21 日电 19 日傍
晚，中国政府援助白俄罗斯的新冠疫苗
运抵白首都明斯克。在白俄罗斯正经历
第二波疫情的艰难时期，中方向白方援
助这批疫苗，再次彰显了中白两国人民
患难与共的真情厚意。

在中国发生疫情之初，白俄罗斯总
统卢卡申科第一时间指示白政府用军机
两次向中国提供人道主义物资援助。白
政府官员、企业代表、高校师生等也通过
录制视频、写信等方式声援中国人民抗
疫，令人印象深刻。

对于白俄罗斯的宝贵支持，中国政
府和人民铭记于心。白方出现疫情后，
中国政府向白方提供了大量医疗援助，
与白方有着友好合作关系的中国地方省
市和企业也积极伸出援手，向白方捐赠
抗疫物资，两国医疗专家还多次通过视
频连线方式交流抗疫经验。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白国内暴发疫
情后也一度面临口罩紧缺的难题，大量
缝纫工人不得不手工缝制口罩。在中方
协调下，白方从中国企业加急购买到高
速口罩机，有效缓解了这一难题。白卫
生部副部长安德罗修克赞叹说：“中国口
罩机生产速度超级快，几乎是在‘打印’
口罩。”

中国援白新冠疫苗运抵当天，白卫
生部长皮涅维奇在回答当地媒体提问时
说，相信中方这批疫苗将有助于守护白
俄罗斯民众的生命安全。

皮涅维奇同时对中国政府向白方提
供宝贵而重要的新冠疫苗表示感谢。他
说，中方此举再次证明白中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经得住患难考验，白人民将永远
铭记中方的友谊。

在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谢小用看
来，中方此举是中白关系高水平的生动
体现，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具体
举措。他说，近年来中白相互信任、合作
共赢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位稳定
运行。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白双方相
互支持，守望相助，彰显了两国人民的深
厚情谊。

谢小用强调，中方愿继续同白方加
强抗疫合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
向白方提供抗疫援助，携手推动构建人
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中国与白俄罗斯
持续加强抗疫合作

根据黑龙江省绥化市疫情防控应急
指挥部消息，2月 22日起将望奎县疫情风
险等级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
区。至此，黑龙江全省所有区域均为低风

险地区。此前，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消息称，自 2月
22 日起，石家庄市藁城区全域调整为低
风险地区。随着最后两个中风险地区调

整为低风险地区，全国中高风险地区清
零。

来源：新华网

全国中高风险地区清零！

日前，退役军人事务部、财政部、中
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
步做好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发放工作的通
知》。2 月 21 日，退役军人事务部就该通
知相关问题进行解读。其中指出，对入
伍大学生义务兵、服役部队驻地在艰苦
边远地区（西藏、新疆等）的义务兵家庭
可以适当增发家庭优待金。

退役军人事务部解读表示，《通知》
明确了发放标准、发放流程、发放时间

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对平衡兵役义务、
鼓励青年参军报国、服务部队备战打仗
具有积极意义。关于家庭优待金标准，
解读称由各省（区、市）参考本省（区、
市）城乡居民年人均消费支出水平等因
素合理确定，实行城乡统一。家庭优待
金发放时间从批准入伍时间开始计算，
每服满 6 个月义务兵役发放一次，不满
6 个月按 6 个月发放，原则上不超过两
年。因身体条件不合格淘汰退出、提前

退役等未服满两年义务兵役的义务兵
家 庭 优 待 金 ，战 时 义 务 兵 的 家 庭 优 待
金，根据实际服役时间发放。义务兵在
服役期间提干、考入军校、提前选改为
军士后，不再享受家庭优待金。另外，
义务兵本人在入伍前应指定家庭优待
金领取人。领取人一般为义务兵家庭
主要成员。

来源：北京青年报

义务兵驻艰苦边远地区
可适当增发家庭优待金

▲2 月 21 日，人们在上海顾村公园樱花树下拍摄留影。当日，
上海气温回暖，顾村公园内，大渔樱、寒绯樱、河津樱等早樱竞相绽
放，吸引市民游客前来赏花，享受美好春光。

◀2 月 21 日，居民们在猜灯谜。当日，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清
枫网格党总支在枫丹园小广场开展“欢乐元宵 传承民俗”主题活
动，迎接即将到来的元宵节。

来源：新华网

1、东台市时堰镇人民政府的时堰镇
2021年河道疏浚工程已经批准建设，项目
所需资金来源是自筹+上级补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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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堰镇；
（2）工期要求：60日历天；
（3）质量标准：合格。
3、本工程分为两个标段：
一标段：土方约8.83万方；
二标段：土方约9.08万方。

投标单位可同时报名两个标段，但只能
中一个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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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三级

及以上水利水电工程资质且资质动态核查
合格；

（2）拟选派项目负责人资质等级：具有
二级及以上水利水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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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2月23日 9

时至2021年2月26日17时上班时间（节假
日除外）委派本单位正式员工携带本人身份
证原件到：东台市时堰镇政府四楼人武资料
室或东台市秀峰美墅西南角110商铺三楼
江苏建博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购买招标
文件及相关资料。联系电话 15396861196
（东台）,18752905966（时堰）。售价200元/份，
售后不退。

7、其他：本工程开标时间、地点另行通
知

2021年2月23日

东台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资格后审）

东台市城东高新技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的东台高新区桥梁常规结构检测项目；项目
规模：约80万元；质量要求：合格;工期：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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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高新区桥梁常规结
构检测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外观检查、桥梁
构件几何尺寸测量、砼强度测试、碳化深度
测试、钢筋锈蚀电位测试、保护层厚度测试、
裂缝长度宽度深度检测、桥梁线形相对标高
测量、伸缩缝与桥面高差、静动载试验、技术

状况评定、承载能力评估等。本次项目评标
定标办法为：综合评分法。

二、投标者资质：
1、投标人应具有公路工程试验检测综

合甲级资质或公路工程试验检测桥梁隧道
工程专项资质，且自2016年1月1日至今承
担过桥梁结构检测的业绩；投标人应具有省
级及以上计量行政部门颁发的计量认证证
书；检测项目负责人应具有交通运输部公路
工程试验检测工程师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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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复印件购买招标文
件及相关资料，报名费300元/套（现金），报
名费不退。

三、报名、开标时间及地点：
报名时间：2021 年 2 月 23 日 9 时至

2021年2月25日18时（上班时间）。
报名地点：高新区科创大厦八楼 812、

815招标办办公室。
联系电话：17396885455、18252927677
开标时间、地点：2021 年 3 月 1 日 15

时，科创大厦一楼西裙楼会议室。
高新区招投标办公室

2021年2月23日

招标公告

东台沿海经济区条子泥智慧旅游采
购项目信息化监理服务进行竞争性磋商
采购，现欢迎符合相关条件的供应商参加
投标。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东台沿海经济区条子泥

智慧旅游采购项目信息化监理服务
2、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3、最高限价：15万元
4、采购需求：按招标人需求完成东台

沿海经济区条子泥智慧旅游采购项目信
息化监理服务，具体要求详见竞争性磋商
文件。

5、服务期限：与采购安装同步，具体
服从采购安装进度要求。

6、本项目（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否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并提供下列资料：
（1）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

证明文件，自然人的身份证明；
（2）2019 年或 2020 年度财务报表

（成立不满一年不需提供）；
（3）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

相关材料（近期）；
（4）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

业技术能力的书面声明；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

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2、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供应商为项目负责人、被委托人

近期缴纳的社会养老保险证明复印件；
（2）未被“信用中国”网站（www.

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
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3）投标人应具有有效的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核发的乙级及以上通信工程监理
资质或具有有效的中国电子企业协会颁
发的乙级及以上信息系统工程监理资质。

（4）投标人承担过类似信息系统工程
或者通信工程监理项目的业绩（须提供主
体工程的验收报告复印件以及监理服务
的合同复印件）。

（5）投标人拟派的总监理工程师（项
目负责人）需具有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工程

师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监理工程师（通
信工程）认证证书，且项目负责人目前无
其他在监工程、不得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
以上单位受聘或者执业。

三、获取采购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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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2 月 22 日至
2021年 3月 1日上班时间采用电汇等不
见面形式缴纳报名费，并简单标注明投标
报名项目名称。投标申请人可用本单位
基本账号或本单位正式职工银行卡缴纳
报名费用，报名时间以费用到账费用为
准，如过报名截止时间，报名费用不予退
回，且一切责任由投标申请人自行承担。
售价：300.00元，售后不退。

报名收款单位：东台条子泥景区管理
有限公司

账号：3209190271010000080814
开户行：东台农村商业银行弶港支行
四、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

间和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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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六、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

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称：东台条子泥景区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东台沿海经济区科创大厦
联系方式：0515-85729669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称：江苏宏建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

司
地址：东台市城中花园2号楼四层
联系方式：18261272402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开朗、冯菁
电 话 ： 0515-85729669、

18261272402

东台条子泥景区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2月22日

东台沿海经济区条子泥智慧旅游采购
项目信息化监理服务竞争性磋商公告

1、东台市梁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进
排水河疏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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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工程规模：约93万元
（3）工期要求：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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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确保2021年度梁北公司内养殖户的

正常进水需求，现需对北区总长约3150米
进水河进行清淤，结合现状，采用泥浆泵施
工方式进行疏浚，按照平均口宽20米，按现

状下挖1.2米，坡比按1:3，电费甲供。各潜
在投标人必须认真自行踏勘现场，综合考虑
报价（招标人现场踏勘联系人：叶铭，联系
电话：13222322388），完成招标人要求的所
有工程量。本工程不考虑天气对工期的影
响（异常恶劣天气和不可抗力的情况除
外），中标人如延误工期导致养殖用水不能
按期运行，需承担相关养殖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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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水利水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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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水利水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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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2月 22日 9时至2021
年 3月 1日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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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8月至2021年1月的参保缴费清单
（或养老保险手册）】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
及复印件到东台沿海经济区科技创业大厦
825 室购买招标文件及相关资料，电话
0515-85726986，售价：300 元/份，售后不
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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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台市梁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2月22日

东台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资格后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