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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能实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受阿克苏
边境管理支队的委托，对阿克苏边境管理支队边境检查站查
缉装备采购项目及阿克苏边境管理支队制作纪念展板、宣传
橱窗项目组织公开招标。现邀请符合资格条件的投标人参与
投标。

招标项目名称：阿克苏边境管理支队边境检查站查缉装备
采购项目；阿克苏边境管理支队制作纪念展板、宣传橱窗项目。

一、招标内容：边境检查站采购一批虹膜采集仪、防冲撞
设施、wifi探针采集系统等设备；阿克苏边境管理支队制作一
批纪念展板及宣传橱窗，采购金额66000元。

二、项目实施地点、交货期、详细参数和数量等具体要求：
详见招标文件。

三、报名资质要求：1.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2.法人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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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代表授
权委托书。3.投标人须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工商局注册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须有相应的经营范围），能够独立承担民
事刑事法律责任。（若投标人提供的货物及服务不是投标人生
产或拥有的，投标人必须提供货物生产厂家的授权证书或授
权经营代理证明）。备注：项目报名时以上资料查看原件留复
印件（复印件需加盖公章）。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报名及招标文件取得时间：凡拟参加本次招标项目的
投标人，在2019年9月25日至9月30日（10：00-14：00，16：
00-20：00；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至阿克苏市环东路名人空中
花园B座603室报名及购买招标文件。

五、发布公告的媒介：本公告同时在《阿克苏日报》、中国
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上发布。

六、联系方式
招标代理机构：新疆能实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责

任公司
联系人：王文毅 联系电话：0997-2526112

2019年9月25日

招 标 公 告

1、招标条件

库车县2019年中央财政以工代赈防渗渠结余资金建设

项目已由库车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库发改基字[2019]139

号批准实施，均为中央财政专项（扶贫发展）配套资金，已落

实；招标人为库车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

条件，现对上述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项目（1）：库车县2019年中央财政以工代赈防渗渠结余

资金建设项目区位于库车县境内，本次招标的主要建设内容

包括：牙哈镇拜什布拉克村改建3条，渠道总长度为2.669Km

及渠系建筑物14座；阿格乡康村改建防渗渠1条，渠道总长度

0.46Km及渠系建筑物2座，防洪堤向上游延长30m，向下游

延长70m，总长1Km。标段划分为一个施工标段。

招标控制价及评标办法：详见招标文件中载明。

3、投标人资格要求

（1）施工标段：投标人须具有类似工程施工业绩的水利水

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相关证照齐备的独立法

人企业。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承担本项目的施工

能力。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及有不良行为记录且在限

制市场准入有效期内的企业投标。

（3）施工标段投标人拟派所投标段的项目经理应到场参

加开标会议。

4、招标文件的获取

（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施工标段携带：有效的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法人）或法人授权委托书及被委托人身份证、三

证合一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项目经理

建造师执业资格注册证及水利行业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

类）；于2019年 9月25日至9月30日每日10:00～14:00，

15:30～19:30（节假日除外，下同）至库车县档案图书中心7

楼（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新疆信实工程招标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办公点报名（上述要求的全部资质证明文件均需携带原件复

核，并备全套加盖投标人鲜公章的以上证件复印件一份，以存

备查）。

（2）本次招标人不组织踏勘现场，不召开投标预备会。

5、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阿克苏日报》、阿克苏政府网上发

布。

6、联系方式

招标人：库车县水利局库车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多力坤

联系电话：15719000697

招标代理机构：新疆信实工程招标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少博 联系电话：18709977557

新疆信实工程招标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2019年9月25日

招 标 公 告
新疆鸿联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受新疆理工学

院委托，对新疆理工学院绿化养护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欢迎符

合要求的投标人参与本次招标活动。

一、项目名称：新疆理工学院绿化养护项目。

二、项目编号：HL-2019-CG-004。

三、招标内容：新疆理工学院绿化养护（具体详见招标文

件）。

四、资金来源：学院自筹。

五、预算金额：293.48万元。

六、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1）投标人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

二条规定的条件。

①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②具有良好的商业信

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③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

专业技术能力；④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

录；⑤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

法、犯罪记录；⑥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

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为“三证合一”版的营业执照）且经营

范围需含有绿化养护。

（3）资质等级及范围：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含)

以上。

（4）项目负责人资质类别和等级: 项目经理具备市政工程

专业贰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

考核合格证书，且未担任其他在建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

（5）凡拟参加本次招标项目的投标人，如在“信用中国”网

站（www.creditchina.gov.cn）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

gov.cn）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

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尚在处罚期内的），

将拒绝其参本次招标活动（网上截图加盖公章）。

七、报名需要携带资料及时间：

1、有意参加本次招标项目的投标人，应携带资格要求中

（1）-（4）项的证件原件、法定代表人需携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书及身份证、委托人报名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及身份

证原件。以上资料提供加盖公章的复印件一份存档。

2、报名时间及地点：2019年9月25日至9月30日10：

00-14:00，16:00-20:00。

3、报名地点：阿克苏市北京路体育馆对面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三楼报名窗口。

八、发公告的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在《阿克苏日报》发布。

九、招标人：新疆理工学院

联系人：罗永峰 18809976865

招标代理机构：新疆鸿联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联系人：杨艳丽 联系电话:15886809969

新疆鸿联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19年9月25日

招 标 公 告

一、项目名称:库车县2019年城区集中供热工程(福洋路、
长江路管材采购）。

二、采购内容：本次项目分为2个标段。
第一标段：供热管径DN800管材采购（具体内容详见招

标文件）。
第二标段：供热管径DN800、DN600、DN500管材采购

（具体内容详见招标文件）。
三、项目预算约：详见招标文件。
四、投标人资格条件及报名事宜：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投标人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有良好履约能力及售

后服务体系的制造商及代理商。
2、具有本项目所需管材的制造、质量控制、检测设备、技

术服务的相应资格、能力、经验证明的相关材料。
3、投标人须具有有效的ISO9001系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证书等。
4、产品须具有有效的质量监督部门出具的产品质量检测

报告、产品质量合格证。
5、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
供应商如在“信用中国”（http://www.creditchina.gov.cn）、

“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pg.gov.cn）、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等有不良行为记录的
（尚在处罚期内的），将拒绝其参加本次采购活动。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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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许可证、具备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检
测报告、近半年社保缴存证明（法人和授权委托人两人以上,须
有社保机构章）、近半年完税证明、近一年财务审计报告，提供

“信用中国”网、中国政府采购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截图打印（以上资料查看原件留复印件，复印件须加盖公章）。

六、报名时间及获取招标文件时间及方式：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9年9月25日至 9月30日，

每日10:00至14:00，16:00-20:00，在阿克苏市晶水路26号
金桥·天玺大厦1栋3层303铺报名并购买招标文件（招标文
件500元/份，售后不退）。

七、本次招标公告在《阿克苏日报》上发布。
八、投标截止、开标时间及地点：
1、时间：2019年10月23日11:00，具体时间以招标文件

时间为准。
2、地点：详见招标文件。
九、联系方式
招标人：欣勤建设有限公司、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库

车县城区集中供热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星 联系方式：18608349347
招标代理机构：新疆兴立众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阿克苏市晶水路26号金桥·天玺大厦1栋3层303

铺
联系人：汤小琼 联系方式：0997-2657118

2019年9月25日

招 标 公 告

公益广告

大力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阿克苏日报社 宣

9月 23日是秋分，是二十

四节气中的第十六个节气，随

着秋分节气到来，冷空气开始

日渐活跃，气温降低的速度明显加快，对心脏、血压和各种

慢性病是最大的考验。地区中医医院综合诊疗区主任唐

军表示，为了适应秋季气候变化，防疾病伤身，老人应加强

秋季养生保健。

1、加外套，应对10℃温差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早晨和黄昏凉了起来，常有

被低气温打个措手不及之感。的确，这几天昼夜温差都超

过了10℃，加之换季的时候人体抵抗力会减弱，所以此时

预防感冒等疾病尤为重要。

如何有效防病？唐军表示，重在适度保温。这话说起

来有些老生常谈，可实际上对于秋季抵御疾病非常管用。

秋分前后最好的“装备”是上衣两件套，里面穿件薄的或者

短袖衣服，外面配件薄外套或者小开衫，中午秋阳烈烈时

脱掉外衣，早晚冷了再及时穿上，方便又实用。特别要注

意让脚保暖，别让脚部仍处于夏天中——光脚穿凉鞋，这

样很容易着凉，引起肠胃不适，甚至由此招来感冒。除了

白天让脚暖和外，晚上用热水泡一会儿脚也很不错。

2、多补水，赶走秋季干燥
唐军介绍，秋分对于中医养生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

节气，这一天夏季的暑湿彻底远离，秋老虎也很难再发

威。秋分作为昼夜时间相等的节气，在养生中也本着阴阳

平衡的规律，关键在于一个“平”字。要想保持机体的阴阳

平衡，首先要防止外界邪气的侵袭。秋季天气干燥，主要

外邪为燥邪，人的津液容易损伤，所以秋分时节充足补水

最重要。补水应该是全方位的，既有正常喝水，又有皮肤

保湿，总之从头到脚，尽量让身体感觉润泽舒服。

3、吃蔬果，滋阴润肺
“需要提醒的是，秋分的‘燥’不同于白露的‘燥’。”唐

军说，秋分的“燥”是凉燥，而白露的“燥”是“温燥”，因此，

在饮食方面要注意多吃一些清润、温润为主的食物，如芝

麻、核桃、糯米等。秋天上市的果蔬品种多样，其中藕、甘

蔗、秋梨、柑橘、山楂、苹果、葡萄、百合、银耳、柿子、芝麻、

蜂蜜等，都是此时调养佐餐的圣品。在秋

分时节，可适当多吃些辛酸味、甘润或具

有降肺气功效的果蔬，特别是白萝

卜、胡萝卜。秋分养生虽然以多

吃“辛酸”果蔬为主，但也不可吃

得太饱，以免造成肠胃积滞。需

要注意的是，秋分后寒凉日渐

浓郁，如果脾胃不好、经常腹泻

的人，水果吃多了还容易诱发或

加重病情。

4、多走走，赶走抑郁惆怅
秋分时的养生内容，还有一大部

分是关于情绪的，应让情志平和。唐军

说，秋分养生，宜动不宜静，动起来才能帮

助气血收养，且此时空气质量佳，多出去走走既可锻炼身体，又能让人神清气

爽。当然，除了快步走、跑步之外，多登高远眺也是个好办法，登高远眺很容

易赶走忧郁、惆怅等不良情绪。 （记者 张晨涓）

运动提示

保健课堂

专家作答

健康快车

地区中医医院综合诊疗区主任唐军表示，

蒜、葱、生姜、八角、茴香等辛辣的食物和调料，秋分时

节多食助燥伤阴，还会加重内热，使燥邪侵犯人体。

忌食油腻煎炸的食物
炸鸡腿、炸鹌鹑等煎炸的油腻食物，秋季食用后

难以消化，容易积于肠胃之内。加之脾胃功能较弱，食

用油腻煎炸的食物会加重体内积滞之热，不利于人体适应

秋季干燥的特性。

忌生吃水生植物
秋季是大部分水生植物收获的季节，如荸荠、茭笋、菱角等，

它们大都质白鲜脆、清凉爽口，吃起来味道鲜美，并有清热解毒、开

胃消食、化痰止咳等医用功效。但是，秋分之后，生吃这类水生植

物，极容易导致姜片虫的感染，使肠黏膜发炎、出血、水肿，甚至形

成溃疡，一般常伴有腹泻、食欲不振。因此，秋季忌生吃水生植物。

忌吃肥甘食品
中医认为，秋季主肺气，肺主辛味。如果肺气太过，往往会导

致肝气抑郁。秋燥易伤津液。因此，在饮食方面，以防燥护阴、滋

阴润肺为主，忌吃肥甘食品。 （记者 张晨涓）

国庆小长假马上就要到了，或许

很多人都有了自己的安排，或外出旅

游、或朋友聚会、或宅在家里。但是无

论国庆节放假如何安排，这 7天的养

生不能忽视。

小长假里，亲朋好友聚餐避免不

了，有些人会暴饮暴食。然而，每到这

时，各大医院里的肠胃病患者激增。地

区第一人民医院中医一科副主任顾煜

提醒大家，暴饮暴食的饮食方式并不

可取。由于短期内连续聚餐，会使胃

肠道在短时间内负担过重，还容易摄

入大量脂肪导致体重增加。如果再大

量饮酒，还可能加重肝脏负担。节日

期间饮食要有规律。当满桌子的菜肴

摆在面前，尽量先挑蔬菜、水果类食

物。肉类和海鲜类食物应浅尝即止。

多喝水，以便在消化不良的时候给消

化系统小小的推动力。

国庆闲在家中无事，不少人都爱边

吃零食边看电影或书打发时间。顾煜

提醒，如果一旦起了吃的念头却又没

有控制住量的话，就会很容易摄

入过量的糖及脂肪，不仅让体重

突飞猛进，还会影响健康。因

此，即使放假在家，一日三餐

也要定时定量，其他时间不

要吃太多零食。如果想

吃东西，可以用西红

柿、黄瓜或者水果来

替代零食。

（记者张晨涓
通讯员马静生）

国庆节将至别给健康放长假

最近，阿克苏

市民霍女士走一

段距离后，就出现

腿部或者臀部的无力、酸胀甚至疼痛的感

觉，休息一会儿就好了，她到医院就诊，医生

告诉她，这是因为下肢肢体缺血在报警。

阿克苏市人民医院骨科主任毛天明介

绍，下肢动脉就是给下肢输送氧气的“管

道”，当斑块增生，会导致动脉管腔狭窄甚至

闭塞，被输送到腿和脚的氧气就少了，继而

下肢肢体就会出现缺血缺氧的症状。这种

情况称为下肢动脉粥样硬化闭塞症，是慢性

下肢缺血最常见的原因。

“很多下肢动脉粥样硬化闭塞症的患

者在初期并没有什么不舒服，但是随着动

脉狭窄的加重，下肢远端肢体的供血不能

满足持续的代谢需求，就会出现‘间歇性跛

行’。”毛天明说，典型表现就是行走活动一

段距离后开始出现下肢劳累性疼痛，导致

患者停止行走，休息10分钟后缓解，可重

新恢复行走，通常继续行走同样距离后再

次出现疼痛不适，随着病情的逐渐加重，

行走的距离会越来越短。从开始行走

到出现疼痛的这段时间，称为跛行时

间，行走的距离称为跛行距离，跛行

的时间和距离越短，提示缺血的

程度就越重。

毛天明提醒，当行走一段

距离后出现下肢酸胀、乏

力、发凉、疼痛等情况时，

要引起重视，要去医院

进一步检查下肢动脉

是否存在狭窄或者

堵塞，以及堵塞

的严重程度。

（ 记 者

张晨涓 通

讯员 陈
婉仪）

市民郭先生通过本报微信公众号咨询：前
段时间我总是感觉泛酸烧心，来医院后被诊断为

“反流性食管炎”，医生给我开具的处方是：口服法莫

替丁片0.2克，每日2次。我看到药品说明书上写着成

人一次0.2克—0.4克，一日2—4次，老年患者用量酌减，

便有点纳闷：为什么老人用药就要减量？减量用会不会拖

长病情？

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王晓龙介绍，很多老年人

患有多种疾病，往往同时服用几种甚至十几种药物，但是老年人

器官多老化，存在功能衰退、免疫力低下等多方面因素，导致药物

在发挥疗效的同时很可能有更多不良反应。解决这个问题，其中一

个重要手段就是减少药量。

在此，针对老年人的合理用药给出以下4个建议：

1、尽量少用药，或选择合适的药物。如果可以不用药物，那就尽量选择

改善生活习惯、环境、饮食等方法来控制；如果必须用药，应由临床医师、药师

为患者指导具体用药，根据其身体特点，个体化选择药效好、不良反应小的药物。

2、低剂量原则。老年人在使用任何药物过程中，应从低剂量开始，随后应根

据患者的疗效和耐受能力，逐渐增加使用剂量，直至适合的剂量。

3、服药遵医嘱。老年患者服药时应严格按照处方遵医嘱用药，按剂量、疗程、服

药时间合理用药，如空腹吃的药不要饭后吃，饭后吃的不要空腹吃。

4、联合用药须谨慎。多数老年患者存在多种慢性疾病，吃的药种类较多，应在医生

和药师的专业指导下，尽可能精简服用药物种类数，规避潜在的药物相互作用。自行加用

的一些中药，有时也有很大风险，甚至产生严重不良反应。保健品更不能代替药物，保健品

中也可能存在一些药物成分，会与药物形成冲突或者导致重复用药。 （记者 张晨涓 通讯员 马静生）

走走停停可能是下肢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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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分饮食忌食辛热香燥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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