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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还记得去年三度搁浅启东
海滩最终陨命的座头鲸宝宝吗？它又“回
来”了。记者前日从圆陀角旅游度假区管
委会获悉，座头鲸“宝宝”的皮张和骨骼标
本均已制作完成，将永远留在启东黄金海

滩风景区的鲸鱼展览馆内陈列展示，而座
头鲸标本在国内尚属罕见。

去年11月13日中午，一渔民在我市
恒大海上威尼斯南侧发现一头搁浅的座
头鲸，经现场测量，此鲸鱼长约7.5米，尾

鳍宽2米，鳍展约6米，
身上有多处伤口。

连兴港边
防派出所官兵
和周边渔民
奋力营救，最

终鲸鱼游离浅
海。然而随后的

几天内，这头鲸鱼多
次游回，最终在11月15日

13时左右，在多次搁浅后死亡。
搁浅的座头鲸牵动了无数人的心，社

会各界全力营救，国内众多媒体进行了现
场报道。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专家
根据体型判断这是一头幼年座头鲸，所以
启东市民和不少媒体亲昵地把它称作“鲸
鱼宝宝”。去年11月18日上午，鲸鱼宝宝
在我市海监码头进行解剖，标本制作工作
开始，由天津金润鸿翔生物标本科技有限
公司负责制作。

4月24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圆陀角
旅游度假区胜丰村的一处厂房，鲸鱼标本

就在这里制作。负责标本制作的专家董涛
告诉记者，目前，鲸鱼的皮张和骨骼标本
均已制作完成（如图）。

董涛表示，在经过油脂去除、皮革鞣
制、支撑假体、晾干、修整等多道工序后，仅
用半年时间便完成了标本制作，而鲸鱼标
本制作的常规耗时需要一年以上。同时，座
头鲸的标本制作在我国也属罕见。记者通
过网络查阅，仅发现在去年4月16日，海南
文昌一头差不多大小的搁浅座头鲸进行
解剖，标本是否制作完成尚不得而知。

那么，市民们何时能亲眼目睹鲸鱼宝
宝标本呢？圆陀角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副主
任董波表示，黄金海滩景区计划建一座鲸
鱼展览馆，鲸鱼宝宝的皮张和骨骼这两个
标本将会陈列在此，用于普及海洋知识，
传承永不言弃营救搁滩
鲸鱼的精神，彰显启东人
敬重自然、保护环境的生
态理念，预计将于明年下
半年建成。

（王天威 朱雨杭）

鲸鱼宝宝“回来”了！
标本已经制作完成标本已经制作完成，，将在黄金海将在黄金海滩风景区鲸鱼展览馆内陈列展示滩风景区鲸鱼展览馆内陈列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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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市民顾女士拨打12345
公共服务热线，反映南阳镇汇城角村汇
城角南路最东侧的路被封闭，影响通行。

顾女士家住南阳镇汇城角村。汇城
角南路是村里一条重要的农路，2017年
底该路东首开始动工修路，至今未能正
常通行。“这条路的人流车流量较大，自
从路被封闭后，村民每天上下班、接送孩
子，都需要绕路而行，很不方便。”顾女士

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予以处理。
南阳镇接到顾女士的反映后，立即

派工作人员联系顾女士作了解释。农村

公路在拓宽修造期间，因封路导致通行
不便，是为了确保村民出行安全。同时工
作人员向工程队负责人了解了工程的进

展情况，由于农路拓宽部分强度还没有
到，过几天强度到了即可恢复通车。顾女
士对此表示理解。

村路施工被封出行受阻村路施工被封出行受阻
南阳镇南阳镇：：待拓宽部分达到强度即可恢复通车待拓宽部分达到强度即可恢复通车

4月17日，市民张先生拨打12345公共
服务热线，反映跃龙东路17号店铺前污水外
溢，破坏市容，影响市民的生活和出行。

张先生家住跃龙东路附近，最近一
段时间，让他颇为头疼，每天上下班必经

的跃龙东路17号（永圣医疗有限公司）
前污水外溢，道路积水臭味刺鼻，路过的
行人无不掩鼻绕行。“污水外溢已经好几
天了，没人处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
起的。不但影响市容，还存在安全隐患。”

张先生希望有关部门能引起重视。
汇龙镇接到张先生的反映后，立即派

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实地查勘，初步查明该
路面污水外溢是因自来水总管漏水，现已
抢修完毕，张先生对此表示满意。

街面污水外溢臭味刺鼻街面污水外溢臭味刺鼻
汇龙镇汇龙镇：：已对漏水的自来水总管进行抢修已对漏水的自来水总管进行抢修

路面坑洼不平影响通行路面坑洼不平影响通行
合作镇合作镇：：已列入镇建设项目已列入镇建设项目，，预计年内修复预计年内修复

4月15日，市民朱先生拨打12345
公共服务热线，反映合作镇蟠龙村30组
祖杰南路北侧一条道路坑坑洼洼，严重
影响交通和环境。

朱先生是合作镇蟠龙村人。最近村里
的一条“问题”路段让朱先生很是闹心。蟠
龙村30组祖杰南路北边一条埭路坑坑洼
洼，深浅不一。过往的公交车、小轿车、电动
车，纷纷绕开坑洼，走出了一条“S”型轨迹。

“坑洼太多了，如果不绕开，颠簸不说，还容
易摔倒。到了下雨天，路上到处是积满污
水，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朱先生希望有

关部门能够给予帮助。
合作镇接到朱先生的反映后，立即

联系该村负责人进行处理，并向朱先生

作了解释。该条农路已经列入镇建设项
目，目前处于预算阶段，预计年内修复。
朱先生对此表示满意。

本报讯 疫苗的发明和应
用使人类具有了消灭传染病
的能力。4月25日是全国儿童
预防接种宣传日，今年的主题
是“预防接种 守护生命”。我市
接种疫苗情况如何？家长对孩
子接种疫苗的事了解多少？接
种疫苗要注意些什么？4月24
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朱裕
兵介绍说，我市去年约有7000
多名新生儿需要按照疫苗接
种规定的时间进行接种，接种
的疫苗有一类疫苗、二类疫
苗。一类疫苗属于免费疫苗，
共有11种，包括乙肝疫苗、卡
介苗、脊灰疫苗等，全部由国
家财政补贴，可预防乙型肝
炎、结核病、脊髓灰质炎等12
种传染病；二类疫苗包括水痘
疫苗、肺炎疫苗、流感疫苗等，
需自费进行接种。

朱裕兵介绍，脊髓灰质炎
曾在我市流行较广，经过多年
努力，通过疾病监测、免疫接
种等措施，我市实现了无脊灰
目标，白喉绝迹，麻疹和甲肝
等传染率也普遍下降。如今，
我市5岁以下儿童乙肝病毒携
带率几乎为零。

疾控中心专家提醒家长，
儿童疫苗接种完成后，为防发
生不良反应，接种单位都会要
求接种者留院观察30分钟左右。孩子接种疫苗后
有低烧，或局部出现红肿、疼痛、硬结、发痒，甚至有
些疲倦、食欲不振等情况都属正常现象，短期即可
恢复正常。若出现休克、过敏等现象，需及时告诉接
种医生，或到医院进行救治。 （王天威 周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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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食药监局发布不
合格产品公告

涉及我市部分米露酒
和解放牌纯净水
本报讯 4月23日，记者从南通市食药监局发

布的公告中了解到，我市汇龙镇飘香酒厂生产的
两批次米露酒和上海解放饮用水有限公司启东分
公司生产的解放牌饮用纯净水100桶抽检不合格，
启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依法对生产单位作出行
政处罚并责令改正。

我市汇龙镇飘香酒厂生产的米露酒（规格型
号：350ml/袋，生产日期：2017 年 4 月 28 日和
2017年7月18日）两批次共计60箱已全部销售未
有召回。产品酒精度不符合标准规定，生产单位已
作整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
罚并责令改正。上海解放饮用水有限公司启东分
公司生产的解放牌饮用纯净水（规格型号：18.9L/
桶，生产日期：2017年 7月 24日,保质期：一个
月），大肠菌群和铜绿假单胞菌不符合标准规定。
上述产品共100桶，已全部销售未有召回。经排查，
因工厂管道阀门破裂漏水导致该批次产品不符合
标准，生产单位已进行整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
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并责令改正。 （王天威）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地点：启东高新区，高新区医院新

建床位约130张。
2.项目规模：总投资估算约15万元
3.服务内容：中标单位负责完成启东高新

区医院环评(环评书)报目（包括前期踏勘、资料
获取、环境监测、方案编制、方案报批、方案评审
（含专家评审费）、会务费、税金、成交服务费、取
得审批部门审批报告产生的一切费用）。

二、质量要求
符合相关文件规定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及审查
1.供应商具备《政府采购法》第22条所规

定的条件。
2.供应商具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

有效法人营业执照。
3.供应商具有环保部颁发的环境影响评

价资质乙级（及以上），资质范围内必须包含
社会服务。

4.所有参与招投标的企业，均须提供其所
在地的检察机关出具的企业、法定代表人、拟
派项目负责人有无行贿犯罪记录告知函。

5.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形式投标。
四、质量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应满

足环境保护部《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的要
求，评估资料齐全，确保成果资料完整、真实

准确、清晰有据，且一次性通过专家组评审及
取得环评批复。

五、服务周期：合同签订后90天内提交成
果，并通过环保部门的评审工作，取得相关批
复手续。

六、投标及履约担保金额
投标担保：投标人必须在开标前提交投

标保证金0.3万元、综合保证金1.2万元后方
可参加投标，开标后，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
综合保证金转为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金
额：1.5万元），其余投标人当场退还。投标保证
金、综合保证金以银行汇票形式从投标单位
基本账户汇入至：

启东滨海工业园开发有限公司。账号：
1111629909109688890，

开户银行：工行滨海新城支行。
对于未按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汇票的投

标文件，招标人将视为不响应招标文件而作
无效投标文件处理，无效投标文件不予参加
评审。（例如：参与投标的为XX公司，银行汇
票汇出单位必须为XX公司，不能为XX公司
的分公司。）

履约保证金在完成所有的技术服务并取
得环评批复以后退还，不计利息。

七、踏勘现场
投标人自行对服务现场及周边环境进行

踏勘，以获取有关投标资料，参加投标时，投
标人均被认为已对现场环境有充分了解且在
投标报价中已充分考虑现场环境因素。

八、开标时间、地点、联系人
开标时间：2018年5月8日 10时00分
开标地点：启东滨海工业园管委会（海韵

大厦）2205室
采购单位：启东滨海工业园开发有限公

司
采购单位联系人：纪津炜
联系电话：0513-80928260
招标代理：江苏益诚建设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
招标代理联系人：包蕾蕾
联系电话：0513-83252917
采购文件的相关费用在投标截止前递交

标书的同时收取，报名费为人民币300元，无
论是否中标，均不退还报名费。

九、投标文件
投标文件由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企业

资质等级证书复印件、企业、法定代表人、拟
派项目负责人有无行贿犯罪记录告知函原
件、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身份证复
印件、投标报价单组成，投标文件均需加盖投
标单位公章，投标人应当按照招标文件提供
的文件格式及要求进行报价，报价单内容以

电脑打印为准，手写无效。投标人应将投标文
件密封在密封袋里，密封袋上标明：项目名
称、投标人名称，在密封袋封口处应加盖投标
人印章。投标人须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将
投标文件提交给招标人，同时提交资料费收
据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原件。

投标报价应包括完成所有含技术服务产
生的所有费用及应由投标人支付的规费及税
金等所有费用。

本工程合同价款采用“固定总价合同方
式”。

投标人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其投标视为
废标，投标保证金将被没收：投标人向招
标、评标工作有关的人员提供不正当利益；
中标人不按招标文件规定的要求签订合同；
中标人未按规定交纳投标保证金；投标人有
弄虚作假行为。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
况。

投标时同时提供企业营业执照原件、企
业资质等级证书原件、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
被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如为法人参加的，须提
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和身份证原件即
可）。如不提供，视为资格审查不合格，按废标
处理。

十、评标办法（价格单因素评标办法）
（一）、评标程序

资格条件评审—商务标开标—有效报价
的确定—商务标评标—确定第一中标候选
人。

（二）、确定评标基准价及资格条件评审
1.设定招标控制价：本项目控制价为

150000元。
2.有效报价的确定：投标报价小于招标

控制价的为有效报价，投标报价大于或等于
招标控制价的作废标处理。

3.确定参加资格审查的投标人：投标报价
为有效报价的投标人全部进入资格审查。

4.资格审查办法：由本项目评标委员会根
据参加资格审查的投标人递交的资格审查文
件进行评审。只有资格条件评审合格的投标
人，才可参加商务标评审。

（三）、商务标评标
成交原则：符合采购需求且报价最低者

成交。
十一、合同签订
中标人在中标通知书发出后3天内，且按

规定提交履约保证金后与招标人签订项目合
同。

十二、付款办法
提交《环评报告书》送审稿后支付合同价

的70%，在取得上级环保部门《环评报告书》
批复后一次性付清合同余款。

启东高新区医院环评项目分散询价采购公告

（扫码看更多）

本报记者 尹倩倩 通讯员 张晓燕

家住文秀新村的陆建新是一位普通
的退休工人，然而他的事迹却一点也不普
通。退休后，他“包揽”了社区里的大事小
事，因此成了小区里有名的暖心人。

作为一名社区志愿者，他热心公益
活动，积极参加社区组织的各项活动。

在实施社会管理网格化服务中，被文秀
新村网格推选为网格长。上任以来，他
乐于奉献，勤勉履职，足迹遍布网格内
各个角落。

在创建文明城市的过程中，陆建新
首当其冲，配合社区居委会制止居民私
自在小区内种植小菜园，很多居民在他
的劝导下都将自家的小菜园清理掉了。

“这么大片土地空在那里，不种白白浪
费，凭什么不让我们种啊？”面对少数居
民的不解，陆建新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我市正在争创全国文明城市，我们
每个市民都该出一份力，而不是只顾小
我。”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最终说服这
些居民清理了小菜园。

去年，文秀新村开展租房调查活动，

陆建新主动请缨，或是亲自上门走访，或
是张贴告示，甚至还托人捎带，将社区印
制的《致居民的一封信》，送到每家每户。

陆建新还主动参加了社区义务联防
队，每天和其他老同志一起，佩戴红色的
袖章，轮流在小区巡视，维护小区治安和
环境卫生。有时，哪怕外面下着雨，也要和
值勤的同志一起撑着雨伞，坚持在岗在
位，甚至连节假日也顾不上休息。他总说：

“为大家做点事，生活才有意义。”

辅警执勤捡获产证
循迹追查交还失主
本报讯 4月20日，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城区一

中队辅警施兴在执勤时拾到房产证一本，及时交
还给了房产证所有人黄女士。

当天，施兴在市区人民路江海路路口执勤时，
意外捡到一本房产证。施兴在原地等了一会儿，未
见失主返回寻找。于是，他向中队勤务室报备情
况。勤务室根据房产证上的信息，通过警务平台
很快联系到了户主黄女士。黄女士拿着失而复得
的房产证，连声道谢。原来，黄女士的房子准备
转手，房产证放在一家中介手上，没想到房产证被
中介弄丢了。 （朱俊俊 黎晗）

退休不褪志
——记文秀新村社区网格长陆建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