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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标条件：

XX支队公寓区社会化管理服务已具备招标条件。

招标人为XX支队,项目所需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17.02

万元，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欢迎符合条件的供应商

前来参加投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1.标段名称：XX支队公寓

区社会化管理服务。2.建设地点：新疆阿克苏市 。3.招标

内容：保洁、垃圾清运、下水道疏通、绿化管理、供暖锅炉管

理（详见招标文件）。4. 服务期限：1年。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

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2.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

开户许可证。3.具有5年以上物业管理经验。4.如在“信

用中国”网站、“中国政府采购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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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在

处罚期内），将拒绝其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5.能够适

应部队军事化管理特殊要求。6.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

投标。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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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至10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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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或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代理人

身份证原件及受托人所在企业近三个月社保证明、营业执

照、开户许可证、“信用中国”和“中国政府采购网”及“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查询结果网页打印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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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份，逾期不售，售后不退。

五、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阿克苏日报》发布。

六、联系方式：

招标人：XX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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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宋先生

电话：15739278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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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17699768545 0997-2138299

2019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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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标条件：

阿克苏市原有公交站亭拆除项目已经批准建设。招

标人为阿克苏市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程所需资金来

源为自筹资金。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

开招标，评标办法为综合评估法。本工程拟采用资格后审

方法选择合适的投标报名人参加投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建设地点：阿克苏市。

2.工程规模：拆除原有公交站亭(详见工程量清单)。

3.招标范围：工程量清单及图纸包含的所有内容。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1.资格要求：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市政公用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含)以上资质；项目经理须具备市政工

程二级注册建造师及以上资格，且未担任其他在建项目的

项目经理。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投标报名：

1.报名时间：2019 年 9 月 25 日 10：00-9 月 30 日

20：00。

2.报名地点：阿克苏市友谊北路12号阿克苏旅游集散

中心二楼。

五、其他说明：

投标报名提交资料：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

可证、建造师注册证书及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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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投标企业须提

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区外建设工程企业信息登记册或新

疆工程建设云下载审核通过的信息报送册。报名时查看

以上资料原件、留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六、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阿克苏日报》上发布。

七、联系方式：

招标人：阿克苏市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商贸物流产业园管委会三楼

联系人：李晨杰 电 话：15599721113

招标代理机构：新疆华域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地 址：阿克苏市友谊北路12号阿克苏旅游集散中心

二楼

联系人：万忠

电 话：18699776196

2019年9月25日

1.招标条件：
沙雅县S210线K120岔口-海楼镇卡斯坎尔道路建设项

目已由沙雅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建设，招标人为沙雅县
交通运输局。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发布本项目施工、监
理招标公告。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本次招标项目位于沙雅县境内，施工、监理各1个合同

段。计划工期详见招标文件（具体内容见下表）。
注：表格中的主要工程数量最终以招标文件所列数量

为准。
3.投标人资格要求:3.1施工合同段：投标人须具备公路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或者同时具备公路路基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和公路路面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含有
桥梁的工程项目要求有相应的资质和类似桥梁施工经验），
具有有效的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已录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交通运输厅公路建设从业单位名录，并在有效期内的，有类

似工程业绩，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
力。3.2监理合同段：投标人须具备公路工程监理丙级及以
上资质，已录入新疆交通厅公路建设从业单位名录。3.3本
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3.4具有投资参股关系的关联企
业，或具有直接管理和被管理关系的母子公司，或同一母公
司的子公司，或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
不得同时对同一标段投标，否则均按废标处理。3.5 有以下
情况的施工单位不得参加此次投标：①因公路施工拖欠农民
工工资、机械台班费、材料款等债务问题，曾被各级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和财产保全的。②被交通运输厅或阿克苏地区交
通运输局列入黑名单或者限制投标的投标人。

4.报名时间与招标文件的获取：4.1请于2019年9月25
日至9月30日，每日10:00-14:00、16:00-20:00（节假日
除外），携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身份证原件、委托代理人在其单位的社保证明
原件、企业资质证书（副本）原件、营业执照（副

本）原件、有效期内的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原件、有效
期内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建设工程从业单位信用信息
备案证书》原件（或已录入新疆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
系统中的截图），并附带以上资料的彩色复印件（加盖单位公
章及私章）1套及单位介绍信，到阿克苏市北京路体育馆对面
B座三楼地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区窗口报名及购买招标
文件、图纸。4.2施工招标文件每套售价3000元（含图纸），
监理每套500元，售后不退。

5.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及地点：2019年10月15

日10：30在阿克苏地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递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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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投标人在送交投标文件前，应一次性向招标人指定

账户汇入投标保证金（详见招标文件），投标保证金必须全部
由投标人基本账户汇出。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阿克苏地区行政公署网、《阿克苏日报》

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沙雅县交通运输局
联系人：石菲菲
电 话：0997-8322106
招标代理机构：新疆浩诚致远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阿克苏市环球中心三号楼三楼
联系人：张子萱
电话：15509979365

2019年9月25日

施工

施工合同段

项目名称
沙雅县S210线K120岔口-海楼镇卡斯坎尔道路建设项目

建设地点

沙雅县

建设内容/里程
路基、路面、桥涵、安全附属设施，15.177公里

监理

监理合同段

沙雅县S210线K120岔口-海楼镇卡斯坎尔道路建设项目施工、监理招标公告

本报阿克苏讯（记者吕娜）近日，

没有降雨的搅扰，气温可了劲地“跳

跃”，致使最高气温在30℃以上，而最

低气温则在13℃左右徘徊。据地区气

象台预报，本周地区各地天气晴好，气

温缓升，最高气温在32℃左右。

地区气象台台长罗继说，9月25

日至27日，地区各地以晴好天气为

主，偏东风3—4级，气温缓慢回升。

期间，地区各地最高气温为26℃至

32℃，最低气温为7℃至14℃。

9月23日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

秋分。秋分过后冷空气日渐活跃，“一

场秋雨一场寒”的日子也就到来了。

地区中医医院体检中心主任崔攀登提

醒，目前昼热夜凉，稍有不慎就容易伤风感冒，夜

间睡觉时要盖被子，不要将身体裸露在外。

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张晨涓 通讯员

马静生）反复发烧，咳嗽不断，呕吐不

止……连日来，记者走访部分幼儿园了

解到，新入园的孩子有一半以上都要经历

生病这一“劫”。对此，地区第一人民医院

儿三科副主任蒋煜表示，这是因为孩子初

入园焦虑导致免疫力下降，同时接触的小

伙伴增多，交叉感染几率增加所致。

家住阿克苏市晶水路附近的魏女士自

5岁儿子京京入园一周以来，身心俱疲。“每

天早上，京京一起床就开始哭，不肯上幼儿

园。好不容易带到幼儿园，他抱着我的脖

子大哭，就是不撒手。从他上幼儿园第二

天开始，时不时就咳嗽一阵，可期间并没有

患感冒。”魏女士说，看孩子咳得难受，她带

孩子去找中医调理，医生说孩子没什么大

碍，可能是因为上幼儿园太紧张所致。

蒋煜表示，孩子新入园时，因为不适应

新环境而表现出的一系列互相影响互为因

果的症状，包括精神和身体两方面的反应，

比如焦虑、对抗、自卑、担心，容易感冒、发

烧等。同时，九月份正是换季的时候，天气

逐渐变冷，呼吸道感染等疾病在这一时期

较为多发，孩子更容易“中招”。对孩子入

园后身体的各种病症反应，特别是发烧，父

母决不可掉以轻心，不要强行送孩子去幼

儿园，要专人细心护理，还要根据病情发展

情况及时去医院治疗。一旦孩子出现咳

嗽、呕吐、肚子痛等症状，家长除了去医院

检查明晰原因，还要对孩子进行心理疏导。

蒋煜建议，家长应尽可能在家中保

持和幼儿园一样的生活作息，特别要教

会孩子说“我要喝

水”，让孩子多喝开

水，缓解坏情绪，把

病毒排掉。

本报库车讯（记者 龚喜杰 通讯员 王
建强）“十一”将至，总投资6000万元的库

车沙世界开始陆续接待游客，填补了库车

县没有沙漠旅游项目的空白。

9月18日，在库车新机场附近的沙世

界沙漠旅游场地上，很多慕名而来的游客

正驾着越野车、卡丁车来回穿梭、上下冲

刺，感受沙漠中的速度与激情。

库车沙世界有卡丁车赛场、沙漠越野赛

场、水上乐园、赛马场、配套民宿、餐饮娱乐

等综合性体验文化旅游项目，最引人注目的

是沙漠民宿，民宿利用沙漠下面的土质层，

以当年兵团人屯垦戍边时的地窝子形态呈

现给游客，在这里住宿既是对历史的传承，

也能体验到远离喧闹城市的恬静与安宁。

据悉，库车沙世界地处库车城西，离库

车县城不到10公里，紧邻314国道、独库公

路，地理位置优越，该项目作为库车县首个

以沙漠旅游为主题的旅游开发项目，旨在打

造集“吃、住、行、游、购、娱”为一体的优质旅

游景区，促进库车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吕娜 通讯员 俞
倩）“感谢阿克苏机场的关怀服务，温暖了

我们全家人的心！”9月23日，阿克苏市民

王女士把一面锦旗送到阿克苏机场。

王女士的丈夫腿部受伤，需要前往乌

鲁木齐就医。但王女士工作较忙，还要照

顾正在上小学的孩子，无法陪丈夫去看

病。乌鲁木齐的亲戚可以陪丈夫就医，可

行动不便的丈夫如何搭乘飞机？9月19

日，王女士通过电话成功预约阿克苏机场

的“关怀通道”轮椅服务项目。三天后，王

女士把丈夫送到机场，阿克苏机场提供了

从停车场至飞机客舱“关怀通道”无缝衔接

服务。

这对于阿克苏机场工作人员来说是正

常的工作，但却深深地感动了王女士。于

是，王女士制作了一面写着“关怀通道解人

忧，真情服务暖人心”的锦旗表达谢意。

记者从阿克苏机场了解到，“关怀通道”

适用对象包括：无成人陪伴儿童/青少年、老

年旅客、轮椅/患病旅客/担架旅客、盲人/聋

哑旅客/携带服务犬旅客、孕妇/哺乳旅客/携

带婴儿旅客/双宝妈“一拖二”旅客。需要这

几类关怀服务的旅客，阿克苏机场将按照《特

殊旅客一站式服务规定》，提供最优先、最快

捷、最有效的“三最”服务，让旅客畅行无忧。

需要预约阿克苏机场进、出港“关怀通

道”的特殊旅客，可先预约服务后再购买机

票。旅客可通过阿克苏机场微信平台“微服

务”功能，快捷方便地完成网上预约服务，也

可拨打预约服务电话0997—2541293（24

小时开通）。预约须提供以下信息：进港/出

港服务、旅客姓名、乘机日期、航班号、服务

类型、旅客年龄、接/送机人员联系方式。同

时，为充分发挥“关怀通道”服务功能，请于

航班起飞前24小时预约。

11.杆塔、拉线基础附近禁止挖沙取土。 国网阿克苏供电公司供稿

自从住进了崭新的安居富民房，米吉提·
艾麦尔做梦都会笑醒。这位出生于1949年

10月1日的老人住在温宿县托乎拉乡稻园

村，提及这些年来生活的变化，感触最深的就

是住房的变迁，从土坯房、茅草屋到现在宽敞

明亮的安居富民房，他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

好。

9月9日，记者看到米吉提·艾麦尔家的

安居富民房墙面洁白，院内鲜花盛开，地面干

净如洗，葡萄架上一串串葡萄散发着香味，让

人犹如置身于花园内。

“这些年来，农村居住环境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米吉提·艾麦尔说，“小时候，

村民住的都是土坯房、茅草屋，不保暖不说，

还很不安全，遇到雨天家里的土炕、被子都

是湿的。因为穷，一大家人挤在一间土坯房

中，有的人家甚至人畜混居，卫生条件非常

恶劣。房子里除了几件简单的家具外，根本

没有电器。”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村民

生活条件稍有改善，住房也宽敞起来，但住的

还是土坯房、茅草屋。”米吉提·艾麦尔说，在

党和政府的引导下，村民的思想观念发生变

化，部分村民建起砖瓦房，墙面也用石灰平整

刷白，但家具依旧少，即使是富裕之家也只有

缝纫机、收音机和黑白电视机。

2004年，政府开始在农村建设安居富民

房，村民的居住环境得到改善。“建房时政府

给予一定资金补助，这让我们的建房积极性

高涨。”米吉提·艾麦尔笑着说，短短几年的时

间，一排排整齐漂亮的安居富民房建了起来，

村容村貌大变样。

2010年第一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

开后，地区大力推进安居富民工程，彻底改变

了村民的居住条件。“建房时，政府强调要‘三

区’分离，就是居住区、种植区和养殖区彻底

分离，还通了自来水，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

了。”米吉提·艾麦尔说，新房建好后，家里还

添置了家具和家电。

“是中国共产党让我们告别了贫穷和落

后，过上了如今的好日子。”米吉提·艾麦尔对

未来充满憧憬，“相信以后我们的居住环境会

更好，生活更有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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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电力设施保护知识

库车沙世界文化旅游项目迎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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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焦虑不少幼儿得了“入园综合征”

阿克苏机场“关怀通道”感动旅客

说风云娜

9月11日，温宿县温宿镇龙泉社区组织辖

区理发师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免费为居民理发，

得到居民一致好评。 通讯员 康永芳 摄

免费理发 情暖居民

▲

古龟兹 阿克苏神奇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