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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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注公共资源交易关注公共资源交易关注公共资源交易关注公共资源交易关注公共资源交易关注公共资源交易关注公共资源交易关注公共资源交易关注公共资源交易关注公共资源交易关注公共资源交易关注公共资源交易关注公共资源交易关注公共资源交易关注公共资源交易关注公共资源交易关注公共资源交易关注公共资源交易关注公共资源交易关注公共资源交易关注公共资源交易关注公共资源交易关注公共资源交易关注公共资源交易关注公共资源交易关注公共资源交易关注公共资源交易关注公共资源交易关注公共资源交易关注公共资源交易关注公共资源交易关注公共资源交易””””””””””””””””””””””””””””””””专栏专栏专栏专栏专栏专栏专栏专栏专栏专栏专栏专栏专栏专栏专栏专栏专栏专栏专栏专栏专栏专栏专栏专栏专栏专栏专栏专栏专栏专栏专栏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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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项目名称：南通市通州区益民水
处理有限公司二分厂预处理用混凝剂溶
液采购，预算金额：约143万元。

2.项目名称：通州区先锋街道后装

压缩式吊桶垃圾收集车采购，预算金额：
约31.5万元。

3.项目名称：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
凯迪大桥及桃邨危房拆迁项目。

1.项目名称：通州区兴仁镇徐庄村 2019年
度人居环境建设－路灯工程施工，中标单位：南
通大恒光学景观照明工程有限公司，中标价：
756447.69元。

2.项目名称：2019年农村桥梁除险安康工程

（第一批）（二标段），中标单位：如东县掘港市政
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中标价：2002941.83元。

3.项目名称：南通高新区金缘幼儿园室内外
玩具及专用活动室设施采购，中标单位：江苏米
奇妙教玩具集团有限公司，中标价：596600元。

这三个好消息，一定要告诉你！
江苏的购彩者们注意了，江苏

体彩又给大家送实惠了。看了下面
这三个好消息，您一定会迫不及待
地想到身边的体彩网点走一趟。

好消息一：顶呱刮新票“出
7制胜”上市

本周，全新票种“出 7制胜”将
在全省体彩网点上市。“出 7制胜”
票面展示了一个立体的数字 7，票
面设计简约时尚、视觉冲击力强。
单票面值10元，有多达16次中奖机
会，最高奖金30万元。游戏规则非
常简单：刮开覆盖膜，如果出现“7”
的标志，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的

金额；如果出现“77”标志，即中得该
标志下方所示金额的两倍。中奖奖
金兼中兼得。

好消息二：“支付宝AR扫”
活动送好礼

7月8日起，中国体育彩票与支
付宝联合推出的公益AR互动游戏
正式上线。活动参与方法非常简
单，打开支付宝，扫描活动二维码，
即可进入活动页面。

玩法一“大乐透在身边”：进入
支付宝AR扫，扫描任意大乐透票
面或“超级大乐透”五字都可以进入
游戏。在AR游戏场景中，点击云

彩背后隐藏的大乐透小球就可以累
加积分参与抽奖。

玩法二“即开一下微笑传递”：
进入支付宝AR扫，扫描任意即开
型中国体育彩票“顶呱刮”游戏票面
或“顶呱刮”三字，就能进入活动。
面对手机摄像头微笑，点击拍照，即
可获得抽奖机会。

活动期间，每天都有超多奖品
发放，中国体育彩票纪念版金条、华
为荣耀手机、小米旅行箱……快拿
起手机，扫一扫参与活动吧！

好消息三：大乐透免单活
动加推4期

江苏体彩推出的“欢乐彩民节，
相约大乐透；投注8+3，周六中奖免
单 50%”活动受到广大购彩者的热
烈欢迎，为响应大家的呼声，江苏体
彩特别加推 4个活动奖期：凡在省
内销售网点采用“8+3”复式方式
（含基本投注和追加投注），投注周
六开奖的19080期、19083期、19086
期和 19089 期大乐透游戏且中奖
的，该张彩票投注金额免单50%（多
期票仅限活动当期）。本周六开奖
的大乐透第 19080期，是该活动第

五个活动奖期，想要参与的朋友千
万不要错过。

（苏缇）

7月 8日凌晨 5点 15分，19岁的英国
冒险家乔治·金在没有绳索和安全保护的
情况下，徒手爬上了英国最高建筑——伦
敦碎片大厦的楼顶。据悉，碎片大厦高
309.6米，此次攀爬用时45分钟。

乔治·金表示，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
这是他的梦想，他说：“登顶让他觉得自己
像上帝。”迄今为止，乔治·金攀爬过多处
建筑，去年 8月，18岁的乔治·金就曾徒手
爬上世界最高的独立攀岩墙——荷兰格
罗宁根 37米高的“亚瑟王神剑塔”；10月，
他成为第一个没有任何安全装备就爬上
英国最高攀岩墙的人。

他接受采访时说：“我 13岁时第一次
看到碎片大厦，就觉得自己必须爬上去。
它在我心里种下了种子。”他还透露，攀登
过程中最具挑战的部分是当他到达大楼
的顶端时，顶部附近有发电机，上面有很

多灰尘和油脂，所以最后一段路程有点
累。但他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鲁莽的，
因为他为此做了很多准备。

他在 Instagram上写道：“我常被称为
不怕死的人、肾上腺素成瘾者、鲁莽的少
年等等。但我总是发现，这些名字来自那
些对我的真正工作和原因一无所知或误
解的人。要达到今天的成就，需要多年的
训练和精心准备，而这种做法之所以能够
实现，只是因为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有激情
的人，尽管这种激情不同寻常。我相信我
们每个人都有天赋。我们的使命是找到
这份天赋，让它成为你的目标。”

此外，大都会警方发言人表示，警方
在8日凌晨5点15分接到报警后与急救人
员到达现场，与乔治·金交谈后并未将其
逮捕。

（来源：环球网）

英国19岁冒险家徒手爬上伦敦碎片大厦
高309米 用时45分钟

近日，俄罗斯一处蓝色泻湖因
游客拍摄的优美照片在 Instagram上
走红，被称为“西伯利亚塞舌尔”，该
湖位于俄罗斯第三大城市新西伯利
亚附近。最近当局警告称该湖受到
污染，对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据报道，身穿泳装前来“打卡”的

年轻模特们收到警告称，这处湖泊被
一种来自附近发电站的废料污染，如
果冒险触碰或接近这种化学混合物，
将会危及自己的健康。据悉，这种含
电解质的蓝色湖水是由发电站废料
的化学反应形成的。发电公司警告
称：“我们希望你不要为了追求自拍

而掉进去，这是最大的危险。这里的
水含有溶解的钙盐和其他金属氧化
物，pH值很高，皮肤接触这些水可能
会引起局部过敏反应。”

据《西伯利亚时报》报道，游客
们表示，他们的凉鞋鞋底沿着水行
走后会脱落。摄影师米哈伊尔·雷

谢特尼科夫说：“开车来到这个湖边
时，你会闻到一股强烈的洗衣粉和
碱的味道……当然，没有人想去碰
这些水，你会觉得这里并不安全。”
另一位当地居民说：“这里虽然不是
切尔诺贝利，但可以肯定的是依旧
不安全。” （来源：环球网）

65岁的特里·梅雷迪思来
自英国格洛斯特郡的乌利，他在
自己的后花园用柳树建造了一
个美丽的树屋，树屋高 5米，能
坐 10个人，还有两张床和一个
烧烤炉。

2016年，特里曾计划砍掉
这棵柳树，但他被树顶令人难以
置信的景色吸引了，决定建一座
树屋作为休息的地方。特里说：

“我家花园尽头的那棵柳树长得
太大了，挡住了夕阳。我本来打
算把这棵树砍掉一半，但是当我
爬上去的时候，我惊呆了。我不
敢相信这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色
就在眼前。我想和家人朋友分
享这令人惊叹的景色，如今，甚
至有陌生人也想进来看一眼。”

这座树屋的建造花了大约
8个月的时间，购买材料花费了
8000英镑，大部分都是特里自
己完成的，还有一部分在朋友的
帮助下完成。树屋由四棵树支
撑，可俯瞰威尔士山、科茨沃尔
德山和马尔文山，是一个欣赏日
落、家庭聚会的完美去处。

特里说：“有一次，我收到一
位当地女士的短信，她问我是否
可以和一些朋友在树屋庆祝她
的 40岁生日。我受宠若惊，说

‘当然，只要我能加入’。我们度
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烤着牛
排，喝着饮料。我很高兴其他人
能像我一样喜欢我的树屋。”

（来源：环球网）

一老人花8000英镑
建造完美树屋

景色迷人受当地人青睐

据外媒消息称，56岁的莱斯特·
托马斯来自美国阿拉巴马州多森
市。两年前，他的卡车坏了之后一
直由妻子送他上班。近日，莱斯特
的儿子戴安特·托马斯为爸爸准备
了一个惊喜——一辆全新的卡车。
收到这份礼物后，莱斯特感动地泣
不成声。

莱斯特经营着一家草坪养护公

司，自从两年前他的卡车坏了之后，
他就只能靠妻子开车送他去上班。
25岁的戴安特·托马斯想帮父母减
轻负担。于是，戴安特花了几个月
的时间攒钱，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
下偷偷地买了一辆新车。

当天，戴安特扶着被蒙上双眼
的父亲慢慢走出家门，准备给他一
个惊喜。当眼睛上的毛巾拿掉后，

莱斯特尖叫道：“那是我的卡车
吗? ”随后他冲上去拥抱儿子，并表
达了自己的感谢。

戴安特说：“我觉得自己像个成
熟的男人了。报答父母是我一直都
想做的。当老爸跳起来的时候，我
觉得非常欣慰，那是我人生中最激
动的一刻。”

（来源：环球网）

美一男子攒钱数月为父亲买新车
其父感动落泪

俄罗斯“西伯利亚塞舌尔”成网红打卡地
当局警告其遭污染威胁健康

我公司位于无锡市滨湖区胡
埭工业区，是一家从事危险废物处
置的专业公司。2018年1月至4月
间，我司因监管不当致1700余吨废
乳化液被无危险废物经营资质的
陆飞等人倾倒至长江支流新江海
河内，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经与
南通市生态环境部门磋商，现已达

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
我公司通过认真反思，深刻认

识到以上行为的恶劣性，现就危废
处置过程中的不当行为及造成的
不良后果，向全社会致以诚恳道

歉。
环境保护与治理是企业必须

承担的社会责任。我司将积极履
行相应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并在今后的经营中严格遵守国家

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全面落实企业
环保主体责任，坚决杜绝环境污染
事件再次发生。

以上承诺请全社会予以监督。

江苏尚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2019年7月1日

公开致歉书

受委托，定于 2019年 7月
21日14时在南通市通州区兴东
街道兴盛路梦鲜园大酒店一楼
大厅举行拍卖会。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通州区兴东
街道兴飞花苑、东飞花园约 78
套住宅及指定车库，建筑面积
约 75～141㎡/套不等，兴飞花
苑每套住宅另配一个指定车位
(详见《拍卖标的目录》)。

二、展示时间：2019年7月
18日至19日9时～16时。

三、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
地。

四、报名登记办法：凡有意
向竞买者，请携有效身份证件
及保证金缴款凭证（以入账为
准）于7月17日至20日（9时～
17 时）至兴东街道解放南路
11-28号（兴飞花苑 34幢售楼
处东侧）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有
偿领取拍卖资料及号牌，方成

为有效竞买人。竞买保证金 5
万元/份，壹份保证金仅能成交
一套住宅。拍卖会限发240个
号牌，额满为止，每个号牌限 1
人入场。

五、缴纳保证金账户 收
款人：南通尚东拍卖行有限公
司，开户行：浦发银行通州支
行 ， 账 号 ：
88140078801100000426。

六、咨询电话：81023052，
13814677800，13912267220。

详情可关注微信公众号：
南通尚东拍卖行。

特别提示：1. 参考单价约
4300元～5800元/㎡，大产权。

2. 标的物毗邻兴东机场，
配套齐全，交通便捷。

3.买房人、缴款人、登记人
必须一致，成交后不得增改。

南通尚东拍卖行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2日

拍卖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