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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台市惠民物业有限公司
的2022年下半年住宅小区零星项
目维修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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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东佳工程项目管理咨
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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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
（1）项目地点：江苏东台经济

开发区。
（2）项 目 规 模 ：预 算 价 约

49.306241万元，最高限价43.2944
万元。

（3）质量标准：合格。
（4）工期要求：6个月。

4、本公告共划分成一个标段，
招标内容如下：2022 年下半年住
宅小区零星项目维修工程，完成招
标人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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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单位资质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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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负责人资质要求：二
级及以上建筑工程专业注册建造
师。

（3）本工程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6、资格审查办法：资格后审。
7、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用：

合理低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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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5日 8时 30分至2022
年 8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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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投标截至时间和开
标时间为 2022 年 8 月 11 日 10 时
30分。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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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标人：孙俊明18921836870
地址：中欧产业园招标中心

103室开标大厅
招标代理：徐梅18252907215
地址：泓盛大厦1单元2楼

2022年8月5日

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
2022年下半年住宅小区零星项目维修

（不见面开标）招标公告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江苏通浦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盐城分行遗失江苏

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东台
市 ）（ 发 票 联 ） 号 码 ：
0028095452，金 额 ：3000.00
元，声明遗失。

1、东台惠民城镇化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的富新幼儿园装修改造
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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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东佳工程项目管理咨
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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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
（1）项目地点：江苏东台经济

开发区。
（2）项 目 规 模 ：预 算 价 约

19.249710万元，最高限价17.17万
元。

（3）质量标准：合格。
（4）工期要求：10日历天。

4、本公告共划分成一个标段，
招标内容如下：江苏东台经济开发
区富新幼儿园装修改造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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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单位资质要求：二级
及以上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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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负责人资质要求：二
级及以上建筑工程专业注册建造
师；

（3）本工程不接受联合体投
标。

6、资格审查办法：资格后审。
7、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用：

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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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5日 8时 30分至2022
年 8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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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投标截至时间和开
标时间为2022年8月11日9时。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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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标人：孙浩15051058868
地址：中欧产业园招标中心

103室开标大厅
招标代理：徐梅18252907215
地址：泓盛大厦1单元2楼

2022年8月5日

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
富新幼儿园装修改造工程（不见面开标）招标公告

东台市城东高新技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江
苏省茧丝绸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建设工程设计
项目，项目规模：约 5万元；设计周期：15日历天。
质量标准：符合国家和行业设计标准，保证最终设
计成果（方案及施工图）通过相关部门的审查。现
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东台江苏省茧丝绸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建设

工程设计项目，本项目实验室工程设计的内容包括：
高新区云谷八楼（1680平方米）及地下室（220平方
米）实验室及办公区域的平面布局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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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投标的设计单位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且具有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乙级及以上资质
或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甲级。

2、投标人自2019年1月1日以来（以合同签订
时间为准），投标人完成过1项（地）市级以上检测
实验室设计业绩（包含恒温恒湿实验室设计或茧丝
绸实验室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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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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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至2022年8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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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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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

招标公告

帐篷酒店消防增压采购及安
装项目进行询价采购，现欢迎符合
相关条件的供应商参加投标。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帐篷酒店消防增压

采购及安装项目
采购方式：询价
最高限价：8万元
采购需求：按采购人要求完成

帐篷酒店消防增压采购及安装项
目，具体详见询价文件，各潜在投
标人自行踏勘现场考虑报价。

合同履行期限：询价内容须在
合同签订后 7日内送达江苏东台
三仓润丰现代农业产业园有限公
司（招标人指定地点）且安装调试
完毕通过甲方验收。

本项目（是/否）接受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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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
的资格要求：无。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供应商如委托被委托人参

与询价，则被委托人须为本单位正
式职工并提供供应商为被委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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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价文件发售信息：
投标申请人可于 2022年 8月

5日至2022年 8月 10日上班时间
（8:30-11:30、14：30-1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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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投标文件接收信息：
投标文件接收截止时间：2022

年8月12日15时
投标文件递交地点：上传加密

的响应文件至采购人指定邮箱：
734955834@qq.com。

五、其他补充事宜
（1）本项目不接受进口产品提

交响应文件。
（2）因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中

标人须按照园区联防联控要求，积
极配合好园区防疫工作，如因非不
可抗力因素导致出现不能按时进
场、工期拖延等行为，采购人可以
按照相关规定和合同约定对其进
行处罚直至取消合同，对采购人造
成损失的采购人有权追偿。

六、本次询价联系事项：
联系人：王先生、郭女士
联 系 电 话 ：18262484629、

18896831527
联系地址：东台市三仓镇人民路

10号、东台市城中花园2号楼4楼
邮政编码：224200
江苏东台三仓润丰现代农业

产业园有限公司
2022年8月5日

关于帐篷酒店消防增压采购及安装项目
询 价 公 告

东台市城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的东台高新区红星河路与网界河路
交叉口信号灯和电子警察采购及安
装项目，项目规模：约80万元，工期：
20日历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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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台高新区红星河路与网界

河路交叉口信号灯和电子警察采
购及安装项目，完成招标人要求和
全部施工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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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须具有二级及以上电

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或
二级及以上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
包资质（仅限二级及以上公路机电
工程分项承包资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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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6日至
2022年8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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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12日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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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

招标公告

一、招标条件
1、工程名称：溱东镇明雅轩农

业生态园门面设计施工一体化项
目。

2、招标人：东台市万舟农旅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本次招标项目的建设地点：

溱东镇明雅轩农业生态园。
2、招标内容：主要包括规划建

设所需的效果，包括传达室，门面、
标志设计，方案深化设计包括平面
布局、图纸，及门面、发光字效果图
等并最终完成上述项目的设计与
施工。

3、计划工期：20日历天。
4、最高限价：14万元。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投标企业具有三级及以上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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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用于本工程的项目负责人
具有二级建筑工程专业注册建造
师资格。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1、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22

年 8月 5日至 2022年 8月 11日上
班时间。

2、报名地点：在溱东镇人民政
府 311 室报名（联系人：石逸青
13851308565）后至招标办 513 室
领取招标文件即视为报名成功。

3、报名资料：单位授权委托

书、营业执照、资质证书、银行开户
许可证（基本存款账户信息）、法人
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报名人身
份证原件。

4、报名及资料费：报名费200元。
五、评标方式：综合评分法，详

见招标文件。
六、投标文件递交时间：2022

年 8月 18日 9时。开标时间2022
年8月18日9时；开标地点溱东镇
人民政府七楼会议室（如有调整另
行通知）。

七、招标办联系人：余淑秋
联系电话：0515-69989389
18068868859
溱东镇建设工程招投标领导小组
2022年8月5日

招标公告

因经营结构调整需要，根据
2022年7月20日股东（大）会决议
东台市中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拟

将注册资金从 500 万元减至 450
万元。现予以公告。债权人可自
公告之日起45日内要求本公司清

偿债权人或提供担保。
东台市中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2022年8月5日

东台市中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1、弶港镇2022年第二批农村
户厕建设工程已经批准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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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历天
（4）工程规模：约70万元
4、本招标工程共分一个标段，

相应招标内容如下：
256户厕所改造：预制涵管三

格式化粪池及蹲便器安装等；完成
招标人提供的工程量清单及招标
文件要求的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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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人须持营业执照、资质
证书复印件及单位出具的授权委
托书于2022年 8月5日下午15时
至 2022 年 8 月 11 日下午 15 时上
班时间到弶港镇人民政府报名购
买招标文件，售价：300 元/份，售
后不退。同时在报名期间缴纳诚
信投标保证金 60000 元，账号：

3209192701201000042474，开 户
名称：东台市弶港镇财政所代管资
金专户，开户行：弶港农商银行（诚
信投标保证金须在开户行缴纳方
视为有效），不接受现金。现场报
名须配合弶港镇政府疫情防控要
求。弶港镇2022年第一批农村户
厕（350 户）建设工程中标单位不
得参加此次竞标。

8、其他：本工程开标时间为
2022年8月12日9时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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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联系人：陆先生
电话：13770261886
报名联系人：何女士
电话：15895179110

弶港镇2022年第二批农村户厕建设工程
招标公告

东台市城兴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的东台高新区红星河路与网界
河路交叉口综合杆采购及安装项
目，项目规模：约62万元，工期：18
日历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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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台高新区红星河路与网界河

路交叉口综合杆采购及安装项目，
完成招标人要求和全部施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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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且具有本项目相关经营范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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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6日至

2022年8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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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12日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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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

招标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