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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中标结果公告

下列项目经批准实施，所需资金已落实，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
招标。详细内容见南通市通州区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jy.nantong.gov.cn/）。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招标文件规定，下列项目招标工作已经结束，中标人已确定，现将中
标结果公告如下：详细内容见南通市通州区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jy.nantong.gov.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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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名称：南通市通州区铂金时
代花园10kV供配电项目电力电缆采购，
预算金额：约260万元。

2.项目名称：南通高新区宜家二期
工地挖掘的印染污泥处置，预算金额：约

46万元。
3.项目名称：通州区R2018-028地

块项目勘察、施工图设计等，预算金额：
525万元。

1.项目名称：江苏省通州中等专业学校二
期-绿化工程施工，中标单位：江苏源森态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中标价：140706元。

2.项目名称：南通市通州区中医院骨密度检
测仪采购项目，中标单位：南通百润贸易有限公

司，中标价：330000元。
3.项目名称：南通市通州区镇级空气自动监

测系统采购项目，中标单位：宇星科技发展（深
圳）有限公司，中标价：13486800元。

本报讯（记者曹抒雁 通讯员丁一倩）6月17
日上午，十总镇季家庄村，路边的女贞树叶郁郁
葱葱，在风中摇曳。大棚里，西红柿碧绿的叶子
间，露出一个个红嘟嘟、圆滚滚的饱满果实，数量
多且诱人。

来自山东临沂的张龙像往常一样早早地带
领七八个帮工到大棚采摘，这些红红的西红柿可
是张龙的“致富果”。“这几天温度升高了，大棚里
的西红柿每两天就需要采摘一次。”张龙弯下腰
边采摘边开心地说（见右图，曹抒雁 摄）。

今年 39岁的张龙初中毕业后一直从事货车
运输，尝过生意场上的酸甜苦辣后，他萌生了自
己创业的念头。2013年，亲戚建议张龙到通州搞
蔬菜大棚种植。张龙参观亲戚的钢架大棚时，看
着碧绿的蔬菜，听着亲戚的致富经，他动心了。
于是，他来到十总镇季家庄村租用了 120亩地开

始种植黄瓜、西红柿、茄子等大棚蔬菜。
种植蔬菜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当时我没

有技术，全凭一股子冲劲就建了大棚。蔬菜种上
后，出现了病害，我赶紧请来技术员。”张龙说，

“刚开始的一年里请了无数次技术员来指导，现
在我们的种植技术基本成熟了，有了问题一般都
可以自己解决。”此外，张龙还采用测土施肥、地
膜、滴灌等农业种植新技术，并总结出一整套行
之有效的大棚蔬菜种植管理技术。

温控、点花、整枝、疏果……除了黄瓜、茄子
等蔬菜，今年，张龙还特地种植了 30亩的“深粉”
西红柿，“这个品种的西红柿外观正、口感好、产
量高、耐储存，不愁销路。”据张龙介绍，这些西红
柿将全部销往上海、苏州等地的配菜中心和蔬菜
批发市场。

“西红柿价格波动比较大，贵的时候每公斤
批发价6元，便宜的时候每公斤只有1.4元。”张龙
说，这批西红柿从5月初开始成熟，将一直持续到
7月初，每两天采摘一次，每次销售 3000公斤左
右。每个大棚年产两批西红柿，亩产达到一万多
公斤，利润可达1.6万元。“种蔬菜是很累的，但看

着这些漂亮的西红柿，心里很舒坦。”张龙乐呵呵
地说。

作为新通州人，张龙对通州的服务也是赞不
绝口。“这里的政府对我们服务很到位，发展有困
难，找他们基本都能帮助解决，之前我签了五年
租地合同，今年又续签了五年。”张龙对未来发展
充满了希望，他坚信，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一定
能在通州打造出自己的一方天地。

山东小伙十总创业种植蔬菜
租地建棚120亩 西红柿亩均收益1.6万元

问：勘察单位未在勘察文

件中说明地质条件可能造成工

程风险的将承担何种法律责

任？

答：根据《危险性较大的分
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第
三十条的规定：勘察单位未在

勘察文件中说明地质条件可能
造成的工程风险的，责令限期
改正，依照《建设工程安全生产
管理条例》对单位进行处罚；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 1000 元以上
5000元以下的罚款。

本报讯（记者顾艳）为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98周年，6月 21
日，我区组织区级老领导到如皋
市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纪念
馆，开展“迎七一·忆初心”主题党
日活动，缅怀革命先烈，加强党性
教育。

在纪念馆，区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统战部部长沈旭东，副区长
樊小燕和老领导们一起面向党旗
和革命先烈雕像，庄重严肃、铿锵
有力地重温入党誓词。

随后，在讲解员的引导下，老
领导们参观了纪念馆五个主题展

馆。一张张泛黄的画卷、一个个珍
贵的革命文物、一张张真实的历
史照片、一沓沓厚重的历史资料，
再现了红十四军的诞生及其发展
历程，诠释了革命英烈英勇斗争、
无私奉献的红军精神。

老领导们纷纷表示，此次参观
令他们接受了一次深刻而生动的
党性教育，内心受到深深的鼓舞和
震撼。大家将以革命先辈为镜，继
承和发扬红十四军革命精神，时刻
谨记肩上的责任，继续发挥余热，
积极建言献策，为通州高质量发展
走在前列作出应有的贡献。

区级老领导开展
“迎七一·忆初心”主题党日活动

区人武部征兵宣传进校园
本报讯（记者樊希萌）6月 21日上午，区

人武部走进通州高级中学，开展国防教育和征
兵宣传活动。

当天正值通州高级中学举办2019届高三
毕业典礼，大礼堂前，来往学生络绎不绝。区
人武部的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展板、发放征兵宣
传资料及现场咨询等方式，向学生们详细讲解
征兵条件、报名方法及相关优待政策，并对学
生比较关心的报名流程、学籍保留、福利待遇
等问题进行解答，鼓励适龄青年积极报名应
征，报效祖国。

“军营是培养人才的学校，是锻炼人才的
大熔炉。”区人武部军事科参谋黄晶辉说：“今
天我们在学校开展征兵宣传，希望更多的青年
学生响应国家号召，积极报名应征，到部队锻
炼意志品质，实现人生价值。”

庆祝建国70周年
专题报告会走进学校
本报讯（记者徐艳梅）6月 21日上午，通

州小学大礼堂里，同学们正襟危坐，聆听区老
干部局特聘党建理论宣讲员张作义作题为《让
爱国主义精神在青少年心中牢牢扎根》的报
告。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98周年、新中国
成立 70周年，为庆祝即将到来的两个盛大节
日，区教体局举办了此次专题报告会。报告围
绕“在当代中国，什么叫爱国”“必须准确把握
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主题、本质和特征”等展
开，阐述了广大青少年如何成为真正的爱国
者。五（7）班的唐宸祎说：“听了报告，我对爱
国主义有了更深的认识，我要好好学习、天天
向上，在学校做个好学生，在家里做个好孩子，
在社会做个好公民，为祖国繁荣昌盛贡献自己
的力量。”

据了解，此次报告会为专题活动的首场，
暑期后还将在全区各学校巡回举行。

兴东街道开展“6·25”
全国土地日宣传活动

本报讯（记者朱键）6月 24日，兴东国土
资源所联合城管部门在兴飞花苑法治广场开
展“6·25”全国土地日宣传活动，增进社会公众
对土地资源国情国策的了解，培育节约优先、
保护优先的绿色发展意识。

活动中，工作人员在街头设立宣传咨询
点，听取群众对耕地保护和土地节约利用的意
见建议，发放宣传专刊、宣传纪念品200余份，
向街道和村居干部、社会各界发送手机宣传短
信 3.1万余条。兴东国土资源所所长、党支部
书记从建兵表示，“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让大家

在互动中了解自然资源相关知识，理解实行耕
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的重要性，在全社
会营造依法依规、节约集约管地用地的良好氛
围。”

刘桥镇节能宣传上街头
本报讯（记者李越文 通讯员丁鹏鹏 孙

晓慧）6月17日上午，刘桥镇开展了以“绿色发
展 节能宣传”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据了解，今年 6月 17日～23日是第 29个
全国节能宣传周，6月 19日是全国低碳日，此
次宣传活动旨在引导和带动全镇居民积极参
与节能减排，推动绿色发展。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通过悬挂横幅、摆放
宣传展板、发放倡议书等形式，向广大群众宣
传绿色办公理念和低碳生活方式，并向过往居
民讲解节能知识，倡导居民从节约一度电、一
滴水、一张纸做起，积极参与节能减排行动，做
节能降耗的倡导者，为建设幸福美丽新刘桥贡
献力量。居民周国强说：“活动让我学到了很
多新知识，在生活中，我也会为节能减排贡献
自己的力量。”

清晨，城区樱花

园内，管护人员正在

修剪苗木进行“美

容”。夏季是绿化管

护的繁忙阶段，我区

从加强防治病虫害和

日常养护等措施入

手，强化绿地管护，确

保整洁美观。

卑多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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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徐艳梅 通讯

员任小平）“这件商品专利权人与
生产厂商不一致，这是典型的专
利违法行为……”6月18日，城区
一超市里，来自南通市市场监管
局的专家给通州区市场监管局执
法人员现场授课，并指导如何根
据法律法规执法。

今年，由于机构改革，知识产
权管理职能并入了市场监督管理
局。面对新的执法内容，广大一
线执法人员产生了监管什么、如
何执法的困惑。为迅速提高基层
执法人员的专业素质、战斗能力，
落实 2019 年知识产权执法“铁
拳”专项行动部署，区市场监管局
知识产权科在前期下发学习材

料、举办培训讲座的基础上，邀请
南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品
保护处、稽查处的专家们来到通
州，面对面教学案源摸排技巧，手
把手指导材料取证制作，指导一
线执法人员现场开展专利执法。

在多个商店，市局专家发现
若干产品存在使用专利权终止的
专利、宣传“专利产品仿冒必究”
但并未标注专利号等典型专利违
法行为。基层执法人员在认真学
习后，当场操练，自行对超市销售
的产品进行专利领域问题检查，
市局专家现场验收教学成果。经
过一天的实战操练，共发现涉嫌
假冒专利、专利标识不规范等违
法线索28条，均已立案调查。

市场监督执法人员
实战操练基层专利执法

一天立案28个违法案件

遗失启事
马建遗失就业失业证，号码为3206121014002403，作废。
姜圳谦遗失医学出生证明，号码为P320860397，作废。

本报讯 （记者曹抒雁）6月
23日，区广播电视台与建行通州
支行 40多名优秀党员代表来到
泰州市新四军黄桥战役纪念馆，
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激发爱党爱
国、敬业奉献的工作干劲和奋斗
热情。

“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
并马归。”活动中，大家参观历史
资料和战斗仿真场景，对黄桥战

役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见下

图，曹抒雁 摄）。“今天重温
新四军战斗的足迹，心灵得
到了洗礼。作为一名新时代
青年，我们将不忘初心，学习
先辈们不怕牺牲、无私奉献
的精神，在工作中不断创造
新的成绩。”青年党员马莲娜
激动地表示。活动期间，全

体党员在党旗下重温入党誓词，
认真学习老党员张富清的先进典
型事迹，一起唱红歌、开展党建知
识竞赛等。“借助‘党建联创’的平
台，实现单位之间党建工作的互
相学习、互相促进，我们将继续坚
持，实现党建联创的常态化，为推
动部门工作高质量发展发挥应有
的作用。”建行通州支行副行长殷
鲁宁说。

锤炼党性 永葆先进

区广播电视台与建行通州支行
开展党员联学共建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