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周洪悦 电话：85222322 ■版式设计：陶扬

7 版2022年 6月 23日 星期四 广 告

特别提醒：新华报业 2022 年 2 月
18日报道，江苏省教育厅、民政厅等部
门制定出台《江苏省民办职业培训学
校管理办法》，明确从2022年 4月1日
起，民办职业培训学校不得举办学制
学历教育，不得代理学历提升等禁止
行为。

东台开放大学是一所从事开放教
育的公办高等学校，也是目前我市唯
一一所具有成人学历提升办学资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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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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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专业
本科（学制 2.5 年）：学前教育、行

政管理、工程管理、市场营销、电子商
务、物流管理、财务管理、文化产业管

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艺术教育、环境工程、环
境科学、农业资源与环境、工程造价、
土木工程、风景园林、公共事业管理、
汉语国际教育、跨境电子商务、视觉传
达设计、软件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技术、人工智能、商务英语、影视摄影
与制作。

专科（学制 2.5 年）：大数据与会
计、工商企业管理、行政管理、建设工
程管理、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机电
一体化技术、软件技术、连锁经营与管
理、电子信息工程技术、电子商务、药
学（天然药物方向）、健康管理、老年服
务与管理、中医养生保健。

社会培训及服务：学校常年举行
普通话、电子商务、养老护理员培训和
老年人智能手机、戏曲、模特、交谊舞
培训等。

二、招生对象
本科：具有国民教育系列专科（学

信网可查或学历认证报告）及以上学
历；

专科：具有普通高中、职业高中、
技工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等毕业学
历，年满18周岁以上者。

社会培训及服务：年满 18周岁社
会成员。

三、报名须知
1、咨询电话
0515-85213269、85106216
2、报名办法
报名者持毕业证书、身份证原件

（本科需提供专科毕业证书学信网电
子注册备案表）、蓝色背景电子证件
照。

3、报名地址
东台开放大学（东亭北路88号，东

台市第一中学体育馆东侧）。
四、收费标准
专科 57.5 元/学分，本科 69 元/学

分。

东台开放大学2022年
秋季成人本专科和社会培训招生全面启动

免成人高考教育部电子注册国家正规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国际文凭绿卡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2年7
月 3日上午10时在东台市站前路
西侧原恒洁洗涤有限公司内举行
拍卖会，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东台市站前路
西侧原恒洁洗涤有限公司内的一
批 闲 置 废 旧 机 器 设 备, 参 考 价
110.82 万元。瑕疵和要求等详见

拍卖资料。
二、展示时间及地点：2022年

7月 1日上午9时至2022年 7月 2
日下午5时在标的物存放地。

三、有意竞买者请于2022年7
月1日上午9时至2022年7月2日
下午 5 时（以保证金到账时间为
准）凭有效证件到东台市何垛南路

28-1号二楼我公司办理报名竞买
登记手续，缴纳保证金 50万元和
资料费200元后领取拍卖资料。

四、咨询电话：13605111260
五、工商监督电话：85272106
特此公告。

东台市方兴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3日

拍卖公告

1、东台市三仓镇2022年国家重大
水利工程建设基金项目强西村卫生室
项目已经批准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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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报名。

2、项目概况
（1）项目地点：东台市三仓镇强西村
（2）项目规模：约67万元
（3）质量要求：合格
（4）工期：45日历天
3、本招标项目招标内容：东台市

三仓镇2022年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基金项目强西村卫生室项目，投标人
应自行勘现场，完成招标人提供的图

纸及工程量清单中全部施工内容。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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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

三级及以上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资
质；

（2）拟选派项目经理资质等级：二
级及以上建筑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

5、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用合理
低价法或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随
机抽取）。

6、投标申请人可于2022年6月23
日至 2022 年 6 月 29 日（8:30-11:30；
14:30-17:30，节假日休息）委派本单

位正式员工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到东
台市三仓镇财政所大厅（政府二楼西）
购买招标文件及相关资料。联系人：
王顺华，联系电话：0515-85624111。
报名费200元/份，售后不退。

7、投标截止时间及开标时间：本
工程开标时间为 2022 年 7 月 1 日 15
时，地点：东台市三仓镇人民政府三楼
会议室。

8、因疫情防控需要，本工程为远
程不见面交易模式，开标当日投标人
不必抵达开标现场，通过“腾讯会议”
直播APP加入会议观看开标会议。

2022年6月22日

东台市三仓镇2022年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基金项目强西村卫生室项目招标公告

一、项目实施单位公益金宣传计划和实施方案
（一）宣传计划
为进一步加强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推动全民健身

活动广泛开展，规范宣传工作，促进体育彩票事业健康发展，
本着体彩公益金“取之于民 惠之于民”的原则，弘扬健康向
上的体育彩票文化，彰显体育彩票的公益属性。

（二）实施方案
1、举办赛事活动：体彩公益金资助的全民健身活动、青

少年体育活动、竞技体育竞赛和训练保障活动，都将“中国体
育彩票”作为活动冠名；全市体育系统主办、承办的活动现场
显著位置都有横幅、广告牌、标牌展示“中国体育彩票资助”
宣传内容；赛事活动秩序册、指南、成绩册等纸质材料封面印
制“中国体育彩票”字样。

2、开展各项培训：在培训现场，都设置有“中国体育彩票
资助”电子显示牌和标牌。

二、公益金资助项目信息公布情况
（一）项目名称
1、参加盐城市第四届大洋湾龙舟赛
2、承办“大洋湾”杯中国盐城黄海湿地公路自行车赛暨

首届“乡村振兴·大众骑行”活动
3、承办盐城市第十届“市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
4、承办2021年江苏少儿乒乓球传统校和俱乐部比赛
5、承办第20届小学生象围棋比赛
6、承办第31届初中生“希望杯”、第32届小学生“萌牙

杯”篮球比赛
（二）项目单位
东台市体育局
（三）资金额度
241.5931万元
（四）项目联络人
储爱国

（五）项目时间
2021年1月至12月
（六）公益金资助项目使用效果
1、体育赛事活动全面活跃。资助的体育赛事活动既有

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又有青少年赛事活动，资助全面，激发更
多的群众参与健身，加入到体育健身队伍中。

2、办赛水平全面提升。参赛人数、观众人数等指标较同
期赛事均有所提高。赛事的组织得到了省、市体育部门和参
赛人员的广泛好评，为以后承办各类赛事打下了良好基础。
（七）图片及影像资料等信息

三、体育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宣传工作开展情况
在举办、承办体育彩票公益金资助为主的各类体育赛事

活动中，项目实施单位在活动现场显著位置标注“中国体育
彩票资助”宣传内容，利用横幅、广告牌、资助标牌等进行宣
传。充分利用东台日报、东台教育微信公众号等新闻媒体对
体彩公益金资助项目进行宣传报道。

东台市体育局
2022年6月20日

东台市体育局关于2021年度
体彩公益金资助项目宣传公告

1、东台市农科所试验基地（五烈）
临时用房改造工程已经批准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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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市五烈镇
（2）工程规模：约12万元
（3）工期要求：40个日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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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五烈基地原泡沫夹芯活动板房
改造成阻燃夹芯板活动板房，建筑面
积144m2；完成招标人提供的工程量清
单的全部施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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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选派项目负责人资质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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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须委托本单位人员携本
人身份证于 2022 年 6月 23日至 2022
年 6月27日上班时间到东台市嘉和名
城7号楼205室报名购买招标文件，售
价：200元/份，售后不退。

8、其他：本工程开标时间为 2022
年 6月 29日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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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先生
电话：13770261886

2022年6月23日

东台市农科所试验基地（五烈）临时用房
改造工程招标公告

东台东新农林发展有限公司拟将
东台高新区原蔡六砖瓦厂土地进行公
开竞价出租，现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具
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东台高新区原蔡六砖瓦厂土地进

行公开竞价出租，土地面积约60亩，其
余事项详见竞价出租文件。

二、投标者资质

1、合法经营、资信良好的企业或
社会自然人;

2、投标人报名时如为社会自然人
则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如为企业
法人则须委派本单位正式职工携带本
人身份证、公司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单
位营业执照复印件购买招标文件及相
关资料，售价：100元/套（现金），资料
费不退。

三、报名、开标时间及地点
报名时段：2022 年 6 月 23 日至

2022年6月25日，报名时间：上午9时
至12时、下午15时至18时（周六正常
上班，周日休息）。

报名地点：东台高新区科创大厦
八楼815招标办公室。

联系电话：17396885455
监督电话：0515-89500986
开标时间、地点：2022年6月27日

15时，科创大厦一楼西裙楼会议室。
东台高新区招投标办公室

2022年6月22日

招标公告

1、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的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普新六组十
二浅沟西桥新建工程已经批准建设，
工程所需资金现已落实。现邀请合格
的潜在投标人参加本工程的投标报
名。

2、江苏宏天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受
招标人委托具体负责本工程的招标事
宜。本项目为限额以下非必须招标项
目，根据相关文件规定制定本招标文
件。

3、工程概况
（1）工程地点：江苏东台经济开发

区
（2）工程规模：约 26.7 万元，最高

限价：22.315万元
（3）工期要求：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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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普新六组十

二浅沟西桥新建工程施工，完成招标人
提供的工程量清单中全部施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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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

三级及以上市政工程或桥梁工程专业
承包资质，同时取得有效的安全生产
许可证，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
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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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负责人为二级及以上市政公用工
程专业注册建造师。

6、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用：经
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

7、资格审查办法：资格后审。
8、本次招标报名采取不见面方

式，请申请人的被授权委托人于 2022
年 6 月 22 日 8 时 30 分至 2022 年 6 月
27日 17时上班时间报名（具体报名方
式详见东台惠民城镇化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网站网址：www.dthmczh.com内
通知栏《投标报名操作指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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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28日9时。

10、本工程发布在东台惠民城镇
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网站（网址：
www.dthmczh.com）。

招标人：纪建平15061686966
地址：中欧产业园招标中心103室
联系人：吉祥18306227893
开标大厅代理机构地址：聚府双

苑304室
2022年6月22日

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普新六组十二浅沟西桥
新建工程（不见面开标）招标公告

1、处置原安和焦化闲置部分车辆
项目已经批准实施，现邀请合格的潜
在购买人参加本项目的拍卖报名。

2、项目概况
处置原安和焦化闲置部分车辆

2017 年出厂的柳工 CLG0850 轮式装
载机一辆，起售价59600元；

本次出售仅限车辆本体，出让人
不提供其他任何出售物的资料。

3、竞买人资格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

遵守国家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规定、无违法纪录的企业法人或其它

组织。
（2）不接受联合体竞买。
4、期限：竞价活动结束后，收到出

让人通知后3日历天内将指定地点的
车辆清空完毕。

5、资格审查办法：资格后审。
6、请申请人的被授权委托人于

2022年 6月 22日 8时 30分至 2022年
6月27日17时上班时间至中欧产业园
招标中心 102 报名，售价：200 元/份
（已报名的无需重新报名），售后不
退。购买人需符合东台市防疫要求，
疫情期间需要携带48小时核酸检测证

明。
7、本项目竞价时间为2022年 6月

28日10时。
8、本项目发布在东台惠民城镇化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网站（网址：www.
dthmczh.com）。

联系人：王紫18252900851
地址：中欧产业园招标中心103室
联系人：徐梅18052905345
开标大厅地址：泓盛大厦1单元2

楼
2022年6月22日

资产出售公告（第三次）

东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的高新区财务审计、评估服务、税
务服务、第三方核查服务项目，项目规
模：按实结算；服务期：满足招标人的
时间进度要求。质量标准：合格。现
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具体事项公告如
下：

一、项目概况
高新区财务审计、评估服务、税务

服务、第三方核查服务项目，完成招标
人的要求和全部服务内容。其余事项
详见招标文件。本次招标项目评标定

标办法为：综合评分法。
二、投标者资质
1、投标人须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的企业；
2、投标单位须具备会计师事务

所、评估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第三
方核查机构执业资质，投标单位也可
以以任一项资质牵头，以联合体形式
投报所有招标范围业务；

3、投标人报名时须委派本单位正
式人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公司授
权委托书原件及单位营业执照复印

件、单位资质证书复印件购买招标文
件及相关资料，售价：300 元/套（现
金），资料费不退。

三、报名、开标时间及地点
报名时段：2022 年 6 月 23 日至

2022年6月25日，报名时间：上午9时
至12时、下午15时至18时（周六正常
上班，周日休息）。

报名地点：东台高新区科创大厦
八楼815招标办公室。

联系电话：17396885455
监督电话：0515-89500986
开标时间、地点：2022年6月28日

15时，科创大厦一楼西裙楼会议室。
东台高新区招投标办公室

2022年6月22日

招标公告

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我处拟将
银杏移栽工程公开对外招标，具体公
告如下：

一、工程概况
工程地点：梁垛河北圩。
工程量：移栽52株银杏（具体要求

详见招标文件）。
工程规模：约 4.1 万元（最高限价

在投标现场公布）。
工期要求：15日。
质量标准：合格。
二、投标要求：
1、凡具备绿化工程施工资质的单

位均可报名参加竞标。

2、投标者必须缴纳标书工本费
200元（不退）和投标诚信保证金4000
元，投标诚信保证金缴至东台市国有
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账户（户名：东
台市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开
户行：东台农商行新东支行，账号：
3209191701201000007367），银 行 缴
款单据备注投标申请人名称。

三、报名时间：2022年6月23日至
2022年 6月 27日（工作日上午8时 30
分至11时 30分，下午2时至5时），投
标申请人凭银行缴款单据至东台市堤
闸管理处二楼财务科完成报名。

开标时间：2022年 6月 28日上午

9时30分，开标地点：东台市堤闸管理
处三楼会议室。

四、请有意投标者到现场踏勘，并
签字确认。以梁垛闸现场管理人员指
界为准，单方踏勘造成误差责任自负，
与招标方无关。

梁垛闸联系人：
冯先生13851309345
堤闸处联系人：
王先生18082165221
姜女士13611597712

东台市堤闸管理处
2022年6月22日

银杏移栽工程招标公告

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我处东台
闸现有部分树木出售，拟对外公开招
标，具体公告如下：

一、本次招标共设一个标段
地点 1：北始蹲门上坡道以南约

100米处公路桩5+400，南至东蹲路北
约 85 米处，采伐树种为水杉，挖根皆
伐。

地点 2：东台闸老闸以东北圩，采
伐树种为枯息、折断杨树，要求锯根采
伐清运。

具体要求详见招标文件。
二、投标要求：
1、凡具备木材经营合法手续的社

会法人、私营企业主以及其他公民均

可参加竞标。
2、投标者必须缴纳招标工本费

200元（不退）和投标诚信保证金，投标
诚信保证金壹万元（10000 元），投标
诚信保证金缴至东台市国有资产经营
集团有限公司账户（户名：东台市国有
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开户行：东台
农 商 行 新 东 支 行 ，账 号 ：
3209191701201000007367），银 行 缴
款单据备注投标申请人名称。

三、报名时间：2022年6月23日至
2022年 6月 27日（工作日上午8时 30
分至11时 30分，下午2时至5时），投
标申请人凭银行缴款单据至东台市堤
闸管理处二楼财务科完成报名。报名

时必须已完成踏勘、缴纳投标诚信保
证金。

开标时间：2022年 6月 28上午10
时30分，开标地点：东台市堤闸管理处
三楼会议室。

四、请有意投标者到现场踏勘，以
东台闸现场管理人员指界为准，单方踏
勘造成误差责任自负，与招标方无关。

东台闸联系人：
沈先生13770268519
堤闸处联系人：
王先生18082165221
姜女士13611597712

东台市堤闸管理处
2022年6月22日

成材树木采伐出售招标公告
[国资信息]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川水湾项目建设工程处

管理用房办公及厨房设备采购项目。
最高限价：13万元。
采购需求：按采购人需求完成川

水湾项目建设工程处管理用房办公及
厨房设备采购项目，具体采购内容及
要求详见招标文件。

合同履行期限：中标供应商须在
合同签订后15日内将采购安装内容送
达东台沿海经济区川水湾项目建设工
程处管理用房（采购人指定地点），并
按采购人要求安装调试到位。

本项目（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否。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并提供下列资料：
（1）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

照等证明文件，自然人的身份证明；

（2）上一年度（或上上年度）经审
计的财务报告（成立不满一年不需提
供）；

（3）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
金的相关材料（近期）；

（4）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
和专业技术能力的书面声明；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
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
声明。

2、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投标人如委托被授权人参与

投标，则被授权人须为本单位正式职
工并提供投标人为被授权人缴纳的社
会养老保险证明；

（2）未被“信用中国”网站（www.
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
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
府采购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三、获取招标文件

投标申请人可在东台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非入场交易栏目、东台日报、
江苏省东台沿海微信公众号“东台沿
海”上查阅招标信息，并于2022年6月
22日至 2022 年 6月 29日前采用电汇
等不见面形式缴纳报名费，并简单标
注明投标报名项目名称及联系电话。

投标申请人需以本单位正式职工
银行卡缴纳报名费用（在资格审查资
料里需提供近期缴纳的社会养老保险
证明复印件），报名时间以到账时间为
准，如过报名截止时间，报名费用不予
退回，且一切责任由投标申请人自行
承担。售价：300.00元，售后不退。

报名收款单位：东台市川水湾海
岸带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建设工程处

账号：10423301040008170
开户行：农行沿海经济区支行
四、具体信息详见江苏省东台沿

海微信公众号“东台沿海”。

川水湾项目建设工程处管理用房办公及
厨房设备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国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