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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法学、会计、工商管理、
土木工程、金融、机械、心理学、中小
学各科、工程管理、农业资源与环境、
水利水电工程、风景园林、机电一体
化技术等多个大专和本科专业，详情
请见招生简章。

开放教育：江苏开放大学
奥鹏教育：西安交通大学、大连

理工大学、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教育：模特、交谊舞、戏曲、

智能手机、太极拳、二胡、普通话、社
会工作者、初级急救员等培训等班。

报名地点：东台开放大学办公楼
二楼招生办（惠民路9号）

报名资料：毕业证、身份证原件
和电子备案注册表

联 系 热 线 ：0515-85213269、
85106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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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培训：具体见学校门口海报
或学校网站、微信公众号。

东台开放大学2021年春季开始招生
国家承认学历 教育部电子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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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大对制假售假、伪劣食品、药品、违法用水、安全违章、危房使用、违法装修、水事违法及无证照经营、
私屠乱宰、销售假酒、无证收购蚕茧等违法活动的打击力度，以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市场秩序，保护国家利益
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现将有关执法和职能部门的举报投诉电话予以公布。

凡发现违章、违规及经济违法案件，请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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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投诉举报台 12315 85812315

稽查大队 85212882
东台市卫生监督所 85273120
东台市烟草专卖局 85219405 85213650
东台市财政监督检查局 85213994
东台市应急管理局
89561517、89561510、89561576
东台市盐务管理局 85231767
13407500505 15862038799
中国渔政东台大队中国海监东台大队
大队办公室 85212276
淡水中队 85275751海洋中队 85721446

东台市农业机械安全监理所 85212731
东台市农机安全稽查大队 85250566
东台市公路管理站 85212919
东台市运输管理处 85319811 85319820
东台市水政监察大队 69890865
东台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违章举报 85222228
用户投诉 85222233
东台市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大队
68961015 68961016
东台市旅游执法大队 8956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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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东台惠民城镇化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的开发区 2021年度质量、安
全及文明施工检查服务外包项目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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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东台经济开

发区内。
（2）服务周期：总周期一年。
（3）各单项工程质量、安全标准

控制目标：质量标准合格，安全生产
无事故。

4、本招标工程共分一个标段，

招标内容如下：按照建设方的要求
每月按期检查一次，巡检各工程，主
要检查工程的质量、安全、文明施工
制度、查现场隐患等，发现问题及时
上报建设方，同时书面派发整改通
知给各施工单位，并督促各施工单
位在规定时间内将质量、安全隐患
整改到位，最终出具完整的报告材
料。

5、申请人应当具备的主要资格
条件：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
（2）项目负责人必须具有建设

类高级工程师技术职称。
（3）投标人企业具有类似质量、

安全及文明施工检查业绩。
6、资格审查办法：资格后审。
7、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用综

合评估法。
8、请申请人的被授权委托人携

带本人身份证于 2021年 3月 3日至
2021 年 3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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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
售后不退。

9、本工程投标截止时间和开标
时间为：2021年 3月10日15时。

联系人：张义伟
电话：1855068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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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3月3日

开发区2021年度质量、安全及文明施工检查
服务外包项目招标公告

遗失声明

为了丰富天仙缘景区文化内
涵，打造符合景区主题的旅游演
艺项目，现公开面向社会广泛征
集优秀演艺项目策划方案。本次
征集活动的主体为东台市西溪旅
游文化景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为了高水平完成项目制作，诚邀
具有优秀创意和策划能力的企业
或机构共同参与合作。

一、项目内容及创作要求：
项目内容不限，演出时长不

低于 60 分钟。第三名之后的无
补偿。

二、征集对象：
项目方案的策划者应为具有

成功策划各类演出经验的企业或
机构。

三 、时间安排：
1、征集文件领取时间：2021

年3月3日-2021年3月8日上班
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2、领取地点：东台市兴华招

标代理有限公司报名（东台市东
达翰林缘小区商铺 12-104 号），
费 用 300 元 。 联 系 电 话
0515-85251218。

四、其他具体要求详见东台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网（http://
www.dongtai.gov.cn/col/
col7991/）或东台市兴华招标代
理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
dtxhzb.com/）。

2021年3月3日

西溪景区天仙缘小镇董永七仙女文化园《苏秀·
天仙缘》室内剧场实景演出策划方案征集公告

1、东台惠民城镇化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的开发区消防站勘察设计已
经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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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参加本项目的设计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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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
招标事宜。

3、项目概况：
（1）项目地点：江苏东台经济开

发区内；
（2）项目规模：设计费约 15 万

元；
（3）勘察、设计周期：总周期 15

日历天内提交全部报审施工图设计
文件。

（4）勘察、设计质量标准：符合国
家和行业设计标准，深度达规范要
求，保证最终设计成果（方案及施工
图）通过相关部门的审查（中标人负
责图纸送审、对接、修改）。

4、本项目招标内容如下：

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消防站勘
察设计，招标内容包含但不限于：规
划红线内各类项目建设方案设计，施
工图设计（含装饰设计）,具体要求详
见设计任务书，在投标方案基础上，
无条件满足招标人修改需求，直至完
成招标人要求的施工范围以内全部
施工图设计；

上述内容中需要地质勘察、专项
（业）设计的项目（如消防、路灯、安防
监控、绿化、燃气、配电等）均由中标
人负责。如投标人不具备地质勘察
资质或专项（业）设计条件的，可委托
具有相应地质勘察资质单位或专项
（业）资质的单位进行设计，其质量、
责任和费用均由中标人承担。地质勘
察资质、专项（业）设计单位业务范围
必须满足住建部有关资质管理规定。

5、投标人应当具备的主要资格
条件：

（1）投标人资质类别和等级：具
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工程设
计综合甲级资质或建筑行业（建筑工

程）乙级及以上资质的独立法人。
（2）拟选派主持设计师资格要

求：具有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
格；

6、资格审查办法：资格后审。
7、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用综

合评分法。
8、请申请人的被授权委托人携带

本人身份证于2021年3月3日至2021
年3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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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投标截止时间和开标
时间为：2021年3月10日9时。

联系人：张义伟
电话：0515-85311975
地址：东台市经三路7号
联系人：吴春华
电话：0515-8525120
地址：东台市东达翰林缘商铺

12-104号
2021年3月3日

开发区消防站勘察设计招标公告

2021年3月2日我居“新建渔民之家配套用房”工
程招标公告中的诚信投标保证金应为35000元，请潜
在投标人按本更正说明执行。

弶港镇巴斗居股份经济合作社
2021年3月3日

更正说明

一、东台市西溪旅游文化景
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西溪景区
天仙缘小镇董永七仙女文化园旅
游产品提升策划方案竞赛已经批
准，项目所需资金来源是自筹现
已落实。现邀请合格的潜在参赛
人参加本项目的竞赛报名。

二、本项目设计竞赛内容为：
（1）对董永七仙女文化园已

对外开放区域的产品分析和提升
策划等；（2）用地红线范围内的
《苏秀·天仙缘（暂定名）》室内剧
场规划选址定位、剧场单体建筑、
建筑包装方案、交通动线、道路、
水系、景观小品、室外美陈、亮化、
园林绿化、服务配套设施和不限

于以上内容的旅游产品策划设
计；（3）董永七仙女文化园中长期
旅游产品提升策划，其不限于用
地红线。注：本次竞赛投标文件
内容不含室内剧场中的“实景演
出区域”室内平面设计，其待确定
中标人后与演艺团队对接后再进
一步细化。

三、参赛人应当具备的主要
资格条件：

（1）参赛人资质类别和等级：
具有乙级及以上旅游规划设计资
质或具有承担过单项合同100万
元及以上 4A级及以上景区规划
设计业绩的企业；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

赛。
四、请参赛申请人于2021年

3月 3日至 2021 年 3 月 8 日上班
时间委派本单位正式人员携带营
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
和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均需加
盖公章，到东台市兴华招标代理
有限公司报名（东台市东达翰林
缘小区商铺12-104号）购买竞赛
文件 300元/份，售后不退。联系
电话0515-85251218。

五、参赛文件提交截止时间
为2021年3月29日9时。

2021年3月3日

西溪景区天仙缘小镇董永七仙女文化园
旅游产品提升策划方案竞赛公告

陈恒旺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
残疾军人证，证号：苏军J034744，
声明作废。

江苏众英合进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发票专用章各一
枚，声明作废。

徐佳佳遗失东台中南锦悦置
业有限公司中南城购物中心所开
的合同保证金收据二张，收据号分
别为：150038517、150038518，金
额都是3000.00元，声明作废。

东台市四海五金厂（注册号为
91320981MA1RABWT95）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一 本 ，编 号 为 ：
320981000201710130401，遗 失
副 本 二 本 ，编 号 分 别 为 ：
320981000201710130442，
320981000201710130443，声 明
作废。

1、东台市 2021 年移民后期扶持
基金项目弶港镇新建尖南村部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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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日历天
（4）工程规模：约35万元
4、本招标工程共分一个标段，相

应招标内容如下：
新建尖南 7 组一中沟北道路长

0.45km，尖南 7 组一中沟南道路长
0.46km；完成招标人提供的报价汇总
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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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及以上市

政公用工程或公路工程或水利水电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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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负责人要求：二级及以
上市政公用工程或公路工程或水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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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时须提供：①企业法人授
权委托书原件（手写无效，工程名称、
联系方式完整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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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证书
复印件；⑤安全生产(经营)许可证复
印件；⑥法人和委托授权代理人身份
证复印件；⑦拟委派的项目负责人证
书复印件，具有二级及以上相应专业
注册建造师。以上所有的复印件均须
加盖单位公章。

报名单位须在报名期限以单位帐
户先缴纳诚信投标保证金 3.5 万元
（缴纳户名：东台市弶港镇财政所代
管 资 金 专 户 ， 账 号 ：
3209192701201000042474，开户行：
弶港农商银行，不接受现金报名），后
再凭已缴纳的诚信投标履约保证金凭
证（必须出具盖章的银行缴款单才有
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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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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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对上述费用不负任何责任。开标后
中标者缴纳的相应的投标诚信保证金
直接转为工程质量履约保证金。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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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察联
系人：梅先生13584787017。

10、报名时间及地点
报名时间：2021 年 3 月 4 日 9 点

至 2021 年 3 月 10 日 16 时止（工作
日）。

报名地点：弶港镇政府招投标办
公室。

联系人：何女士
联系电话：15895179110
特此公告

东台市2021年移民后期扶持基金项目
弶港镇新建尖南村部分道路工程招标公告

（资格后审）

1、东台市2021年移民后期扶持
基金项目弶港镇新建卫生室工程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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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日历天
（4）工程规模：约45万元
4、本招标工程共分一个标段，相

应招标内容如下：
新建堤利村卫生室，总建筑面积

232.31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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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及以上建

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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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负责人要求：二级及以
上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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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时须提供：①企业法人授
权委托书原件（手写无效，工程名称、
联系方式完整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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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证书
复印件；⑤安全生产(经营)许可证复
印件；⑥法人和委托授权代理人身份
证复印件；⑦拟委派的项目负责人证
书复印件，具有二级及以上相应专业
注册建造师资格。以上所有的复印
件均须加盖单位公章。

报名单位须在报名期限以单位
账户先缴纳诚信投标保证金 4.5 万
元（缴纳户名：东台市弶港镇财政
所 代 管 资 金 专 户 ，账 号 ：
3209192701201000042474， 开 户
行：弶港农商银行，不接受现金报
名），后再凭已缴纳的诚信投标履
约保证金凭证（必须出具盖章的银
行缴款单才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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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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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标人对上述费用不负任何责任。
开标后中标者缴纳的相应的投标诚
信保证金直接转为工程质量履约保
证金。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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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察
联系人：梅先生 13584787017，朱先
生13851023998。

10、报名时间及地点
报名时间：2021年 3月 4日 9点

至 2021 年 3 月 10 日 16 时止（工作
日）。

报名地点：弶港镇政府招投标办
公室。

联系人：何女士
联系电话：15895179110
特此公告

东台市2021年移民后期扶持基金项目
弶港镇新建堤利卫生室工程招标公告

（资格后审） 我行拟对一批贷款质押物
889.1吨（最终数量以实际称重为
准）电阻丝对外进行公开竞价转
让。

有意购买者，请于 2021 年 3
月12日17时前，到我行十三楼资

产保全部（1308 室）办理报名手
续，并缴纳保证金 50 万元；上述
质押物的有关情况请具体参见我
行公布的相关资料。

联 系 人：侯经理、潘经理
联 系 电 话 ：13815595858、

13805111018
地 址：东台高新区东城大

道10号
江苏东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2021年3月3日

贷款质押物公开处置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