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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简介
东台开放大学系本市唯一一所从事开放教育的地方高

等学校，是一所致力于学习型城市、学习型社会建设，服务
于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积极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新型大
学，也是国家开放大学、江苏开放大学系统体系里的县级学
校和奥鹏教育教学点，学校为江苏省终身教育研究会苏北
唯一的县级理事单位。同时，学校增挂东台市社区培训学
院、东台老年开放大学校牌。

学校多次被表彰为东台市文明单位、盐城市和江苏省
开放大学系统先进集体、江苏开放大学优秀管理集体、国家
开放大学招生工作先进集体、国家开放大学示范考点、全国
试点高校网络教育部分公共基础课程统一考试优秀考点。

一、学历提升
1、江苏开放大学招生专业

2、奥鹏教育招生专业

二、社会培训及服务
1.东台老年开放大学：开设模特班、交谊舞班、戏曲班、

二胡班、太极班、智能手机班等。
2.学校艺术团：每周有排练（每周一至周五正常排练，欢

迎社区居民前来免费观赏，具体排练时间见学校和社区门
口海报或社区工作群。）；每月送戏进社区、街道、乡镇；每月
与市企业法制服务研究会联动进行法制宣传和免费接受咨
询答疑；每年举行一次“迎新年”送戏进社区惠民演出。

3.学校常年举行普通话、社会工作者、养老护理班、初级
急救员等培训。

三、报名方法
1、报名时间：江苏开放大学专业报名从即日起;
奥鹏教育专业报名从即日起至各院校的招收截止时

间。
2、报名办法：报名者持毕业证书、身份证原件，到东台

开放大学（惠民路9号）办公楼二楼招生办办理报名手续。
3、收费标准：江苏开放大学专业报名费30元，注册费

150元，教材费500元。学分费、考试费等待注册后按标准
收取。

奥鹏教育按各校授权书收费标准缴费,或咨询奥鹏服
务热线:400-810-6736了解收费标准。

社会培训：具体见学校门口海报或学校网站、微信公众
号。

四、毕业、证书、学位
凡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学分，成绩合格，由各校颁

发毕业证书，本科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学位证书。毕业证
书均由教育部进行电子注册，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可查。

东台开放大学2021年春季招生简章

学 校

西安交通
大学

福建师范
大学

大连
理工大学

本科专业

护理、药学

法学、小学教育、汉语言文学、工商管
理、心理学、中小学各科
水利水电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公共事业管理、金融学、人力资源管理、
船舶与海洋工程

备注
护理专业需携带护士证和
工作证明；药学专业需携
带工作证明。

学 校

江苏开放大学
（原江苏电大）

本科专业
学前教育、工程管理、文化产业管
理、农业资源与环境（农业与农产品
安全）、环境工程、行政管理、物流管
理、财务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环境科
学、市场营销、电子商务、艺术教育、
土木工程、工程造价、风景园林、跨
境电子商务、视觉传达设计

专科专业

会计、工商企业管理、
行政管理、建设工程
管理、软件技术、机电
一体化技术、连锁经
营管理、幼儿发展与
健康管理、电子信息
工程技术

近几年来，我市把背街后巷的路灯建设列入每年
的为民办实事专项工程，每年都为市区30条背街后巷
新装路灯，经过努力，已先后分批解决了近600条巷
道的路灯，大大方便了居民的晚间出行，改善了居民
的生活质量。

今年，作为该项目主体单位的市城管局路灯所主
动出击，积极落实市委市政府为民办实事工作会议精

神，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根据市民来电来访要求以
及人大政协提案，同时到18个基层社区一一走访，全
面调查摸底。现将社区上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38条
巷道公示如下。

下一步，路灯所将征求社区意见，本着实事求是、
先急后缓的原则，结合现场勘查情况，梳理出30条巷
道先行实施，剩余的巷道将在明年予以解决。

2021年巷道路灯安装公示

1、东台市西溪旅游文化景区管理
委员会的西溪景区 2021 年河道疏浚
整治工程已经批准建设，工程所需资
金来源是上级拨款及自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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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市西溪景区
（2）工程规模：约60万元
（3）工期要求：50日历天
（4）质量标准：合格
4、本招标工程共分一个标段，相

应招标内容如下：
古风河疏浚 6496m3、五里庙河疏

浚 4152m3、东 港 河 西 南 一 河 疏 浚
4743m3、永丰河疏浚 3347m3、向东河
疏浚16260m3、晏溪河疏浚7165m3、十
一组河疏浚5417m3；完成招标人提供
的招标文件及报价汇总表包含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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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以上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资
质，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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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选派项目负责人资质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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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申请人可于 2021 年 2 月

23日至 2021年 2月 25日上班时间到
东台市嘉和名城7号楼 205室购买招
标文件，售价：300元/份，售后不退。

8、投标人须委派本单位人员携带
本人身份证原件及授权委托书购买招
标文件同时须缴纳诚信保证金 1000
元，如投标人无正当理由不参加投标，
则诚信保证金不予退还。

9、其他：本工程开标时间为2021
年 2月 26日 15时。本项目为不见面
交易项目，投标人通过“腾讯会议”直
播APP加入会议。

联系人：陆华山
联系电话：13770261886

西溪景区2021年河道疏浚整治工程招标公告
一、招标条件
东台市梁垛镇人民政府的东台市

梁垛镇 2021 年孔堡等圩区圩口闸电
动化改造项目工程已确定建设，工程
所需资金来源是上级财政拨款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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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工程概况
（1）工程地点：东台市梁垛镇孔堡

等圩区
（2）工程规模：约69.0万元
（3）施工总工期：60日历天
（4）质量标准：合格
三、标段划分及招标内容
本招标工程共一个标段，相应招

标内容如下：对孔堡等圩区的 5 座圩
口闸进行电动化改造，完成招标人提

供的报价汇总表及相应施工图纸包含
的全部施工内容。

四、投标人资格要求
（1）投标人资质类别和等级：三级

及以上水利水电工程或市政公用工程
施工总承包资质。

（2）项目负责人的资格要求：二级
及以上水利水电工程或市政公用工程
专业注册建造师。

五、报名时需提交资料
报名人（与开标时委托代理人一

致）必须为本单位正式职工，报名时需
提交授权委托书（开标时不一定要求
建造师参加，但需提供建造师及委托
代理人包含2020年 8月-2021年 1月
连续6个月在本单位的参保证明）。

六、报名费

报名费200元，报名时现金直接缴
纳，报名费不予退还。

七、报名时间及地点
报 名 时 间 ：2021 年 2 月 23

日-2021年 2月 26日（上午8：30-11：
30下午15：00-17：30）

报名地点：梁垛镇招投标办公室
八、本工程开标时间及评定标办法
详见招标文件。
九、本次招标相关问题的最终解

释权归梁垛镇招投标小组。
十、联系方式
招标人：东台市梁垛镇人民政府
地址：东台市梁垛镇政府路
联系人：吉小龙
电话：14752996265

2021年2月22日

梁垛镇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资格后审）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巷道名称

东窑巷

东园新村

红兰花园公厕旁

万邦商城内街

汽修厂南巷

老市政府宿舍

达荣苑巷

北关一村89号院

北关二村

北海西巷

金谷西巷

银海巷

沿海巷

新海路东巷

定向河南北路

博爱路

中心路

吴九路

北海五组

序号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巷道名称

北海六组

北海七组

九天北路周边

东门路祥瑞巷

南城花园21号楼

中高花苑小区

新桥新村小区健身广场

海定路18号文化住宅楼后侧

东进公园北

翰林路

消防大队宿舍

新民西路支巷

银杏巷4号楼（老报社宿舍）

东城景苑

窦楼小区5-6号楼间

原纺织厂宿舍

原机械厂商住楼

原皮革厂宿舍

航运公司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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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加快推进海域使用市场化进程，提高海域使用的透明
度，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前期开标后中标方悔标
的二标贝类开放式海域继续对社会公开发包。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发包的海域概况：
发包面积15679.9亩，养殖用途为贝类开放式养殖,其使

用范围：
1、121°00′00.000″,32°51′11.700″
2、120°58′04.476″,32°51′11.700″
3、120°58′07.280″,32°52′00.000″
4、120°58′09.284″,32°52′35.272″
5、120°57′59.697″,32°52′57.347″
6、120°59′16.768″,32°53′23.550″
7、121°00′00.000″,32°52′33.000″
以上发包的海域承租期限为3年度（中标后三天起算）。
二、报名须知
凡有意从事海洋经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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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悔
标人不得参加本次报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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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名期
限内报名人先缴纳诚信履约投标保证金100万元（缴纳账户：
东 台 市 弶 港 镇 巴 斗 居 民 委 员 会 ，账 户 ：
3209190271010000070816，开户行：弶港农商银行，不接受
现金，手机、网银转账需提供开户行进账单），后再凭已缴的
诚信投标保证金凭证（必须出具盖章的银行缴款单才有效）
履行报名手续并缴纳报名费每个标段300元（不退，上期已履

行报名手续的竞标人本次不缴纳报名费，其他要求按本公告
进行）,开标时凭已缴纳的诚信投标保证金凭证、报名手续等
方可参与投标，手续不全的作弃权处理。本次开标须交款报
名人本人参加开标，不接受授权委托人参加投标，如有授权
委托，即视为自动放弃投标权利。参加投标的100万诚信履
约投标保证金自动转为投标保证金，无正当理由、未经招标
方同意不参加投标的不退还，无偿归招标方所有，中标的该
100万元保证金自动转为按期签订合同、缴清承包款履约保
证金，如中标方不按招标约定要求缴清第一年度海域承包款
的，则该100万元保证金无偿归招标方所有，招标方发包的该
海域由招标方另行公开处置，中标方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拦。
中标方在缴清第一年度海域承包金后，100万元保证金中的
50万元保证金自动转为按期缴清下一年度海域承包金履约
保证金，中标方必须在上一年度的12月 30日前主动向招标
方缴清下一年度的海域承包金，如不按期缴清下一年度海域
承包金，则该50万元履约保证金无偿归招标方所有，招标方
发包的该海域由招标方另行公开处置，中标方不得以任何理
由阻拦。踏勘联系人：叶先生 联系电话 13912519898

三、报名时间及地点：
报名时间：2021年 2月 22日 15时起至 2021年 3月 1日

上午11时止（工作时间）
报名地点：政府招投标办公室
开标时间、地点：2021年3月1日15时，政府一楼会议室

（报名人要保证通讯畅通，如无法联系责任自负）
联 系 人： 何女士
联系电话：15895179110
特此公告

弶港镇巴斗居股份经济合作社海域使用权竞价承租公告（二标）

一、招标条件
东台市梁垛镇人民政府的东台市

梁垛镇2021年大梁西等圩区圩口闸电
动化改造项目工程已确定建设，工程所
需资金来源是上级财政拨款及自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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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工程概况
（1）工程地点：东台市梁垛镇大梁

西等圩区
（2）工程规模：约63.17万元
（3）施工总工期：60日历天
（4）质量标准：合格
三、标段划分及招标内容
本招标工程共一个标段，相应招标

内容如下：对大梁西等圩区的5座圩口
闸进行电动化改造，完成招标人提供的

报价汇总表及相应施工图纸包含的全
部施工内容。

四、投标人资格要求
（1）投标人资质类别和等级：三级

及以上水利水电工程或市政公用工程
施工总承包资质。

（2）项目负责人的资格要求：二级
及以上水利水电工程或市政公用工程
专业注册建造师。

五、报名时需提交资料
报名人（与开标时委托代理人一

致）必须为本单位正式职工，报名时需
提交授权委托书（开标时不一定要求建
造师参加，但需提供建造师及委托代理
人包含2020年8月-2021年1月连续6
个月在本单位的参保证明）。

六、报名费

报名费200元，报名时现金直接缴
纳，报名费不予退还。

七、报名时间及地点
报名时间：2021年2月23日-2021

年 2 月 26 日（上午 8：30-11：30 下午
15：00-17：30）

报名地点：梁垛镇招投标办公室
八、本工程开标时间及评定标办法
详见招标文件。
九、本次招标相关问题的最终解释

权归梁垛镇招投标小组。
十、联系方式
招标人：东台市梁垛镇人民政府
地址：东台市梁垛镇政府路
联系人：吉小龙
电话：14752996265

2021年2月22日

梁垛镇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资格后审）
一、招标条件
东台市梁垛镇人民政府的东台市

梁垛镇 2021 年团结等圩区圩口闸电
动化改造项目工程已确定建设，工程
所需资金来源是上级财政拨款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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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工程概况
（1）工程地点：东台市梁垛镇团结

等圩区
（2）工程规模：约64.07万元
（3）施工总工期：60日历天
（4）质量标准：合格
三、标段划分及招标内容
本招标工程共一个标段，相应招

标内容如下：对团结等圩区的 5座圩
口闸进行电动化改造，完成招标人提

供的报价汇总表及相应施工图纸包含
的全部施工内容。

四、投标人资格要求
（1）投标人资质类别和等级：三级

及以上水利水电工程或市政公用工程
施工总承包资质。

（2）项目负责人的资格要求：二级
及以上水利水电工程或市政公用工程
专业注册建造师。

五、报名时需提交资料
报名人（与开标时委托代理人一

致）必须为本单位正式职工，报名时需
提交授权委托书（开标时不一定要求
建造师参加，但需提供建造师及委托
代理人包含2020年 8月-2021年 1月
连续6个月在本单位的参保证明）。

六、报名费

报名费 200 元，报名时现金直接
缴纳，报名费不予退还。

七、报名时间及地点
报 名 时 间 ：2021 年 2 月 23

日-2021年 2月26日（上午8：30-11：
30下午15：00-17：30）

报名地点：梁垛镇招投标办公室
八、本工程开标时间及评定标办法
详见招标文件。
九、本次招标相关问题的最终解

释权归梁垛镇招投标小组。
十、联系方式
招标人：东台市梁垛镇人民政府
地址：东台市梁垛镇政府路
联系人：吉小龙
电话：14752996265

2021年2月22日

梁垛镇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资格后审）

一、招标条件
东台市梁垛镇人民政府的东台市

梁垛镇 2021 年新桥等圩区圩口闸电
动化改造项目工程已确定建设，工程
所需资金来源是上级财政拨款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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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工程概况
（1）工程地点：东台市梁垛镇新桥

等圩区
（2）工程规模：约60.95万元
（3）施工总工期：60日历天
（4）质量标准：合格
三、标段划分及招标内容
本招标工程共一个标段，相应招

标内容如下：对新桥等圩区的 4座圩
口闸进行电动化改造，完成招标人提

供的报价汇总表及相应施工图纸包含
的全部施工内容。

四、投标人资格要求
（1）投标人资质类别和等级：三级

及以上水利水电工程或市政公用工程
施工总承包资质。

（2）项目负责人的资格要求：二级
及以上水利水电工程或市政公用工程
专业注册建造师。

五、报名时需提交资料
报名人（与开标时委托代理人一

致）必须为本单位正式职工，报名时需
提交授权委托书（开标时不一定要求
建造师参加，但需提供建造师及委托
代理人包含2020年 8月-2021年 1月
连续6个月在本单位的参保证明）。

六、报名费

报名费 200 元，报名时现金直接
缴纳，报名费不予退还。

七、报名时间及地点
报 名 时 间 ：2021 年 2 月 23

日-2021年 2月26日（上午8：30-11：
30下午15：00-17：30）

报名地点：梁垛镇招投标办公室
八、本工程开标时间及评定标办法
详见招标文件。
九、本次招标相关问题的最终解

释权归梁垛镇招投标小组。
十、联系方式
招标人：东台市梁垛镇人民政府
地址：东台市梁垛镇政府路
联系人：吉小龙
电话：14752996265

2021年2月22日

梁垛镇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资格后审）

一、招标条件
东台市梁垛镇人民政府的东台市

梁垛镇 2021 年殷韩等圩区圩口闸电
动化改造项目工程已确定建设，工程
所需资金来源是上级财政拨款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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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工程概况
（1）工程地点：东台市梁垛镇殷韩

等圩区
（2）工程规模：约67.84万元
（3）施工总工期：60日历天
（4）质量标准：合格
三、标段划分及招标内容
本招标工程共一个标段，相应招

标内容如下：对殷韩等圩区的 5座圩
口闸进行电动化改造，完成招标人提

供的报价汇总表及相应施工图纸包含
的全部施工内容。

四、投标人资格要求
（1）投标人资质类别和等级：三级

及以上水利水电工程或市政公用工程
施工总承包资质。

（2）项目负责人的资格要求：二级
及以上水利水电工程或市政公用工程
专业注册建造师。

五、报名时需提交资料
报名人（与开标时委托代理人一

致）必须为本单位正式职工，报名时需
提交授权委托书（开标时不一定要求
建造师参加，但需提供建造师及委托
代理人包含2020年 8月-2021年 1月
连续6个月在本单位的参保证明）。

六、报名费

报名费 200 元，报名时现金直接
缴纳，报名费不予退还。

七、报名时间及地点
报 名 时 间 ：2021 年 2 月 23

日-2021年 2月26日（上午8：30-11：
30下午15：00-17：30）

报名地点：梁垛镇招投标办公室
八、本工程开标时间及评定标办法
详见招标文件。
九、本次招标相关问题的最终解

释权归梁垛镇招投标小组。
十、联系方式
招标人：东台市梁垛镇人民政府
地址：东台市梁垛镇政府路
联系人：吉小龙
电话：14752996265

2021年2月22日

梁垛镇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资格后审）

台南临塔工业园区标准
厂房，面积二千多平方米，办
公室、职工宿舍、食堂齐全，
地理位置优越（紧邻新204国

道），交通便捷。联系人：黄
女 士 ， 联 系 电 话 ：
13338956668。

江苏大乐管件有限公司

厂房招租
王兴遗失子女王宇毅出生证，证号

为：R320854047，声明作废。
沈轶遗失子女沈文睿出生证，证

号：C32036049，声明作废。

为完成市下达的造林绿化任务，
经镇人民政府批准，决定在新港、双
墩、新先、新海、八里、新曹、中来等村
及镇属甜叶菊产业园实施绿化工程。
经立项批准具备招标条件，为择优选
定施工单位，保证工程质量，现面向社
会公开招标，邀请合格的潜在投标人
报名。

一、工程地点、概况、标准要求：
栽植苗木品种为女贞、水杉、垂

柳、银杏等，中标方包栽包成活，管护
期限为两年（具体工程概况、标准要求
详见招标文件）。

二、报名条件
（一）资格标准
具备获得工商部门颁发的苗木经

营营业执照的法人经济实体（营业执
照经营范围须有绿化工程施工、养护
项目）或具有三级以上（含三级）园林
绿化的企业均可报名。报名时须提
供：①规范、齐全的企业法人授权委托
书原件（手写无效，工程名称、联系方
式完整准备）；②法人身份证明书；③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含单位固
定联系号码）；④法人（含手机号码）
和委托授权代理人（含手机号码）身份

证复印件；⑤开户许可证复印件；⑥项
目负责人证书复印件，具有二级及以
上市政专业注册建造师或园林绿化工
程初级及以上职称或具有园林绿化类
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园林绿化类专
业是指园林绿化工程规划、设计、施工
及养护管理相关的专业，包括园林（含
园林规划设计、园林植物、风景园林、
园林绿化等）、园艺、城市规划、景观、
植物（含植保、森保等）等专业，并以
提供的毕业证书上的专业为准]；⑦提
供相关单个绿化工程业绩 20万元以
上合同、协议复印件。以上所有的复
印件均须加盖投标单位公章。

报名单位须在报名期限内以单位
账户先缴纳诚信投标保证金 2 万元
（缴纳户名：东台市弶港镇财政所代管
资 金 专 户 ， 账 户 ：
32091927012010000424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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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报名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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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中标者按财务审批退还

保证金，中标者投标保证金直接转为
工程质量履约保证金（最终按工程款
的10%收取）。报名人（投标人）须与缴
纳履约投标诚信保证金的姓名一致（如
不一致视为自动放弃），竞标者中标后
不得以任何理由向甲方提出任何要求，
无条件履行招标文书（公告、合同）的约
定，并愿承担一切责任和义务。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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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对上述费用不负任何责任。

（三）报名者在报名期间自行至工
程地点现场勘察了解拟建工程的所有
情况，一旦报名即表示报名者完全了
解、接受、认可工程建设的所有相关情
况，并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勘探联系
人：缪女士13851024318）。

三、报名时间及地点
报名时间：2021 年 2 月 20 日 15

时起至 2021 年 2 月 26 日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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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女士
联系电话：15895179110
特此公告

弶港镇2021年度冬春绿化工程招标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