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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攀开锁公司（110指定）
●精开防盗锁、保险柜锁、汽车锁；配制汽

车芯片遥控钥匙；原厂遥控器；车库蓝牙

门禁卡；小区门禁卡，改换全车锁；更换维

修锁芯、锁具；安装各类C级防折断门锁、

指纹锁。0997—8888110、13369889966。

全疆代办施工资质
●代理全疆各类施工资质新办、增项、升

级、安全生产许可证、人员证书；工程造价

咨询、工程监理、房地产开发、安防资质。

电话：18164921888。

出售优质纯羊粪
●优质鸡粪、牛粪、猪粪，保质保量送货上

门，三角地、八队路口、阿拉尔市。

电话：13779758183,黄金地段。

专业速办全疆施工资质
●专业代办各类施工资质，代办、升级、年

检、增项、建筑总承包资质、房地产开发资

质、专业承包、安全生产许可证、新办、逾

期三类人员、八大员办理，先办后付费。

电话：18199886686、0991—4848138。

专业代办各类施工资质
●专业代办各类施工资质，代办、升级、年

检、增项、建筑总承包资质、房地产开发资

质、专业承包、安全生产许可证新办、逾期

三类人员、八大员办理，先办后付费。

电话：5192225、18195907788。

出租或转让
●位于拜城县米吉克乡兵团加油站旁边

有土地 25 亩，厂房 1500m2，办公用房

400m2，院内配套设施、土地证、房产证、水

暖电齐全，现对外出租或转让，价格面议，

联系电话：18197519868。

旺铺现成酒店带租出售
●阿克苏新华东路太百商圈现成多层酒

店带租出售，一楼大堂+楼上多层客房，

5700平方米，现正常营业，位置佳，效益

好，因业务发展转向内地，特此出售，有意

者详询17690611377，非诚勿扰！

门面房、办公室出租
●阿克苏多浪二期郁金香对面丝路古镇1

千平方米的三层楼，电梯、水暖电齐全，适

合做公司、教育行业、美容院、私人会所，

环境优雅、停车方便，可整租也可分租，非

诚勿扰，有意者请拨打：13199970688。

冲击211、985大学补习
特为高三复读生提供高考报名服务

●阿克苏优学教育(榜上有名)招生

●经十二年沉淀，本中心专项从事的初高

中走读生精品晚班、高三全日制小班补习

已取得可喜成效，大多学子被 211、985大

学录取。卓有成效的WUJG和GDX导学

法创造者彭老师继续全程为大家服务。

地址：香港街环东路优学教育三楼（第一

师医院后门对面)，电话：18599273288、

18599272388。

房产公司招聘
●副总一名，有房产管理经验；办公室主

任一名，形象好，熟悉行政管理；资料员一

名，有责任心。以上岗位要求40岁以下，

待遇面议。联系人：徐先生，电话：

18699113933。

●朱斌警官证遗失，警号：148095，身份

证号：652901197709211412，特此声明。

●胡曼珠警官证遗失，警号：142876，身份

证号：65302319860526002X，特此声明。

●温宿县精剪美发店营业执照正、副本遗

失，注册号：652922610015528，特此声

明。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阿克苏分公司代理

人郑侠（身份证号：412827199612275885），

不慎将2019年1月21日缴纳1000元保

证金票据遗失，票号：651800013860，特

此声明。

●乌什县阿合雅镇永鑫砂石料筛分一厂

开 户 许 可 证 遗 失 ，核 准 号 ：

J8910002164501，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

行 阿 克 苏 市 营 业 部 ，账 号 ：

30355201040010618，特此声明。

●王安强购买的阿克苏市金都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开发的上东国际小区C

栋2906室的公共维修基金票据遗失，票

面金额：9801元，票号：6027631，特此声

明。

●新NM2695加气本遗失，编号：QP新

N58779，特此声明。

●新NC2R69加气本遗失，编号：QP新

N90372，特此声明。

● 肉 孜 古 丽·哈 斯 木（身 份 证 号 ：

652928198001170664）护士执业证遗失，编

号：2012X1005227，特此声明。

●梅永凡购买阿克苏国泰房地产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开发的香港街紫荆花园小区

11号楼1203室公共维修基金收据遗失，

金额：6602元，票号：0813164，特此声明。

●梅永凡购买阿克苏国泰房地产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开发的香港街紫荆花园小区

11号楼1203室办证费收据遗失，金额：

512元，票号：201886，特此声明。

●艾合麦提江·吐尼亚孜（身份证号：

652901198902073415）巡游出租车驾驶员

从业资格证遗失，编号：652905092，特此

声明。

●曹思雨出生医学证明遗失，出生证编

号：O650255953，出生日期：2014年4月

14日，性别：女，特此声明。

●新NW1828加气本遗失，编号：QP新

N103663，特此声明。

●邓皓杰(身份证号:511025199507269092）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车辆驾驶证遗失，

证号：381500223，准驾车型：B，特此声

明。

●尼加提·乃曼将温宿县金桥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开发的金桥天境嘉苑二期13幢

1 单元 102 室的房款收据遗失，票号：

2010377，开票日期：2019年5月7日，金

额：33000元，特此声明。

●尼加提·乃曼将温宿县金桥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开发的金桥天境嘉苑二期13幢

1单元102室的房款押金收据遗失，票号：

1521805，开票日期：2019年 4月14日，

金额：5405元，特此声明。

●依不拉音·托乎提离婚证遗失，身份证

号：652929196906040319，特此声明。

●阿克苏华逸广告装饰有限责任公司开

户 许 可 证 遗 失 ， 核 准 号 ：

J8910000738402，开户银行：阿克苏市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塔北路信用社，账号：

8521120101201100074232，特此声明。

●新N3F287机动车行驶证遗失，特此声

明。

●阿克苏市宏宇陶瓷开户许可证遗失，核

准号：J8910000789201，开户银行：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阿克苏分行（营业

室），账号：3014020109024810295，特此

声明。

●库迪热提·布萨克身份证遗失，身份证

号：652922197410133810，特此声明。

●阿克苏地区通达货物运输有限责任公

司新 N32163 道路运输证遗失，证号：

652900033978，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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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弘扬大力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阿克苏日报社 宣

一、项目名称:库车县2019年牙哈镇牙哈总干渠抢修

工程。

二、项目情况：本次项目分为1个标段，建设规模：详见招

标文件及工程量清单。

三、项目地点：库车县。

四、投标人资格条件及报名事宜：

1、具备投标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的法人或其

他组织。

2、具备有效营业执照。

3、投标企业：投标人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及以上资质、有生产许可证；项目经理须具备水利水电工

程二级(含)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具备有效的生产考核合格

证书，且未担任其他在建项目的项目经理。

4、投标报名提交资料：法人代表身份证明、法人授权委

托书、营业执照、资质证书、生产许可证、拟派本工程的项目

经理的注册建造师资格证书及有效的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以

上资料查看原件留复印件，复印件须加盖公章）。

五、报名时间及购买招标文件时间：2019年9月19日-9

月25日每日10：00至19：30。

六、报名地点：库车县幸福城商住小区2幢204商铺新疆

信实工程招标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办公点。

七、招标人：库车丰源农业灌溉有限公司

地址：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经济技术开发区A座D区301室

联系人：吐尼牙孜·艾山 联系方式：15899330027

招标代理机构：新疆信实工程招标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库车县幸福城商住小区2幢204商铺

联系人：王少博 联系方式：18709977557

2019年9月19日

库车县2019年牙哈镇牙哈总干渠抢修工程招标公告

中

标

公

示

阿瓦提县农村饮水安全工作办公室委托新疆华域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公开招标的形式，
于2019年 9月16日 11：00，在阿瓦提县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对阿瓦提县塔木托格拉克镇等两乡两镇饮水安全
巩固提升工程勘察（测）设计一标段、二标段、三标段
进行开标和评标。阿瓦提县水利局和阿瓦提县公证处
对此次开评标活动进行了现场全过程监督和公证。经
评标委员会认真评审，向招标人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公
示如下：

第一标段：
第一中标候选人：新疆昌吉方汇水电设计有限公司，

勘察（测）设计费投标报价（%）：2.79，项目负责人：周万军。
第二中标候选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水利水电勘测

设计院，勘察（测）设计费投标报价（%）：2.79，项目负责人：
王凯博。

第三中标候选人：宁夏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勘察（测）设计费投标报价（%）：2.78，项目负责人：邹
存洪。

第二标段：
第一中标候选人：新疆昌吉方汇水电设计有限公司，勘

察（测）设计费投标报价（%）：2.79，项目负责人：周万军。
第二中标候选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水利水电勘测

设计院，勘察（测）设计费投标报价（%）：2.79，项目负责人：
王凯博。

第三中标候选人：宁夏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勘察（测）设计费投标报价（%）：2.80，项目负责人：邹
存洪。

第三标段：
第一中标候选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水利水电勘测

设计院，勘察（测）设计费投标报价（%）：2.79 项目负责
人：王凯博。

第二中标候选人：新疆昌吉方汇水电设计有限公司，勘
察（测）设计费投标报价（%）：2.79，项目负责人：周万军。

第三中标候选人：宁夏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勘察（测）设计费投标报价（%）：2.79，项目负责人：邹存洪。

设计周期：须满足招标人（项目法人）对本项目的评审
要求，提交设计成果文件。

公示时间：2019年9月19日—9月23日。在本次招
标活动中，如有单位和个人发现有关部门和人员有徇私舞
弊受贿等违法违纪行为的可据实举报。

受理举报部门：阿瓦提县水利局
受理举报电话：0997-5199660

阿瓦提县农村饮水安全工作办公室
2019年9月19日

招

标

公

告

一、项目名称：2019年阿克苏地区烟草公司工装采购
项目。

二、采购内容及要求：为阿克苏地区烟草公司全体在
岗职工采购工装（具体数量及参数详见招标文件），所有成
衣均符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及国家标准。

三、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四、投标人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营业执照中经营范围包含

生产销售服装等相关内容）、开户许可证。
（3）如在“信用中国”上被列入重点关注名单、黑名单

等失信记录名单和“中国政府采购网”被列入政府采购严
重违法失信行为等记录名单的（尚在处罚期内），将拒绝其
参加本次采购活动。

（4）纳税资格为一般纳税人。
（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五、报名及获取招标文件的时限、地点、方式及售价：
（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9年9月19日至9月

25日，每日10：00-14：00，16：00-20：00（节假日除外），
在新疆天之源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阿克苏市解放北路国泰
城市公馆A座5楼）报名并购买招标文件。

（2）报名时须提供资料：1.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

人应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代理人还应携带法定代表
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2.营业执
照（经营范围包含生产销售服装等相关内容）及开户许可
证；3.“信用中国”和“中国政府采购网”查询记录打印件；
4. 一般纳税人资格证明（以上资料查看原件留存加盖单位
公章的复印件一套）。

（3）招标文件500元/份，逾期不售，售后不退。
（4）投标截止及开标时间：2019年10月15日11：00，

开标地点：阿克苏地区烟草公司会议室。
六、本次招标公告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阿

克苏日报》上发布。
七、联系方式：
招标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烟草公司
地址：新疆阿克苏市建设路14号
联系人：王佩佩
联系电话：0997-2526821
招标代理机构：新疆天之源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阿克苏市解放北路国泰城市公馆A座5楼
联系人：吴晓凤
联系电话：17699768545

0997-2138299
2019年9月19日

编号

2019-G-90

2019-G-91

2019-G-92

地块位置

文化路北侧

友谊路西侧

友谊路西侧、

前进路北侧

土地来源

存量

存量

存量

土地年限

居住70（商

业40）

商业40（居

住70）

商业40（居

住70）

土地级别

三级地

四级地

四级地

面积（m2）

13950.76

3439.17

60032.44

用途

居住用地(含

20%商业)

商业用地（含

20%居住）

商业用地（含

20%居住）

建筑密度

小于等于25%

小于等于50%

小于等于50%

绿地率

大于等于35%

大于等于12%

大于等于12%

容积率

大于等于1.0，

小于等于3.3

小于等于1.56

小于等于1.56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土地管理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

的通知》（国发[2006]31号）、《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2007]39号令），经阿克苏市人民政

府批准，阿克苏市自然资源局拟以挂牌方式出让三宗地的国

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宗地概况：见下表。

二、竞买人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

申请参加（法律法规对申请人另有限制的除外）。

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

定竞得人。

四、挂牌起止日期及地点：

1、本次挂牌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

请人可于2019年9月19日至10月16日到阿克苏市自然资源

局建设用地与土地利用办获取挂牌出让文件和提交书面申请

及现场踏勘。

2、报价时间定于2019年10月21日18：00，竞买申请人2

人或2人以上采取现场报价，地点：阿克苏市多浪河二期国泰

路东侧阿克苏市为民服务中心四楼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3、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申请人须在2019年 10月 17日

18：00前持土地使用权竞买申请、营业执照副本、法人授权委

托书和竞买保证金（2019年10月17日北京时间18：00前必须

转入指定的专户）等到阿克苏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提出竞买

申请（法定休息日除外），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缴纳竞买保证

金，具备申请条件的，阿克苏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将在2019

年10月17日18：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4、有关详细情况向阿克苏市自然资源局建设用地与土地

利用办咨询。

出让单位：阿克苏市自然资源局

咨询电话：0997-6763163 2283002

联系人：张先生 王女士

阿克苏市自然资源局
阿克苏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9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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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招标条件：
本项目招标人为阿瓦提县农业技术推广站，招标代理

机构为重庆万信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设
计招标条件，现对本项目勘察设计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建设地点：本招标项目位于阿瓦提县境内。2.2 项

目概况及招标范围：对项目区域范围内的土地进行土地
整理（包括防渗渠、排碱渠、田间道路、土地平整）及其配
套工程勘察（测）设计,对项目土地整理工程实施方案代
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编制、施工图设计及本次工程勘察
（测）设计所涵盖的配套服务、设计成果通过有关部门的
审查获取批复；及时解决工程施工中出现的需要设计处
理的问题等。2.3设计周期：8日历天。2.4设计深度及要
求：按照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及规范要求，达到相应设计阶
段的技术要求，并通过相关部门审查批复。2.5评标办
法：采用综合评估法。

3、投标人资格要求：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应具有承
担过类似工程设计业绩的工程设计水利行业乙级（含乙级）
以上资质；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投标人财务状
况和商业信誉良好；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记录。3.2设计
项目负责人应具有中级工程师技术职称并主持过类似工程
设计工作。3.3投标人应具有工程设计水利行业乙级（含乙
级）以上资质。3.4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3.5报名
时请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原件、
五证一码或三证合一营业执照原件、资质证书及以上要求
原件和加盖公章的复印件各一套（复印件留存备案）。

4、报名时间：2019年9月19日至9月25日10：00-14：00，

16：00-20：00。
报名地点：阿克苏地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B座三楼开

标区。
招标文件的获取：2019年9月25日-9月29日在阿

克苏政府网（阿克苏地区公共资源电子招投标平台）免费
下载获取招标文件电子版。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2019 年 10月 15日

10：30，地点：阿克苏市北京路（原迎宾路）地区为民服务
中心B座三楼（体育馆对面）。

5.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
标人不予受理。

6.踏勘现场和投标预备会：
招标人不组织踏勘现场，不组织召开投标预备会。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招标公告同时在《阿克苏日报》及阿克苏地区行政

公署网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阿瓦提县农业技术推广站
地址：阿瓦提县团结西路7号
联系人：陈庆鹏
电话：13565692777
招标代理机构：重庆万信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阿克苏市欧洲国际12-1301室
联系人：姚明
电话：18139110007

2019年9月19日

一、招标编号：JHY-XHX-2019（GK）-142号。
二、招标项目名称：新和县新丝路名苑建设项目（采购门

窗）。
三、项目预算：详见招标文件。
四、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五、招标内容及要求：采购门窗（具体参数详见招标文

件）。
六、投标人应具备的投标资质条件：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所投项目须在其法定经营范围内。
2、年审合格的五证一码或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具有本

次采购项目的生产或经营范围。
3、投标人须提供在“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

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网站上未被列入失信
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以及政府采购严重
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网页打印件（报名时间内）。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纪录，提供近
半年缴纳税收证明及投标单位和被授权人及法定代表人的社
保缴纳证明原件。

5、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近
三年的经外部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企业成立不足一年的，提
供企业成立至今的财务报表）。

6、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应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及
复印件，委托代理人还应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7、相互关联的存在实际控制、管理关系的两个企业，不得
参加同一项目的投标。

8、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9、开标时，以上资质材料均提供原件，否则，将视为无效

投标。
注：以上资料均应提供原件备查留复印件，复印件须加盖

单位公章（报名时的资料查验不代表最终资格资质的通过或
合格）。

七、招标文件获取及报名时间地点：2019年9月19日至
9月23日，10：00-14：00、16：00-20：00（节假日不休息）到
阿克苏市北京路（原迎宾路）电力小区1号高层602室。投标
文件递交截止的时间和地点详见招标文件。

八、发布公告的媒体：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阿克苏日
报》、新和县人民政府网上发布。

九、联系方式：
采 购 人：新和县思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代理机构：新疆金胡杨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周珊 联系电话：18699781110

新疆金胡杨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9日

新和县新丝路名苑建设项目（采购门窗）
招标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