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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西港区安永人家三期房建工程(勘察、设计、施工一体化)项目招标公告
九开建招字【2017】33号

城西港区安永人家三期房建工程（勘察、设计、施工一体化）项目经九江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经济发展局九开管经项字[2017]54号文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自筹，招标人为九江富和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本项目勘察、设计、施工一体化进行公开招
标，具体事宜公告如下：一、项目概况：1、工程名称：城西港区安永人家三期房建工程（勘察、
设计、施工一体化）项目；2、招标人：九江富和建设投资有限公司；3、建设地点：九江市城西港
区；4、工程总投资估算约：10亿元；5、项目用地面积：约330亩（以实际测量为准），总建筑面
积约：50万平方米；6、工程质量：合格；7、项目建设周期：750日历天。二、招标范围：1、勘察、
设计工作内容：勘察包括详勘察、施工先导孔勘探及其后续服务等内容；设计包括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以及后期技术服务。2、施工工作内容：包括建筑、安装、装饰、小区道
路、景观园林、亮化、电力、消防、电梯等工程，所有工程必须达到竣工验收合格并后续保修，
以及未列出的项目，但与本工程密切相关且必不可少的系统相关工作内容。三、投标人资格
要求：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有效的营业执照（联合体内单位均需提供）；2、具备设计资质：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设计甲级；勘察资质：工程勘察综合甲级资质；施工资质：建筑工程施工
总承包特级资质；3、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仅施工方提供）；4、外埠来赣投标人须持有
江西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的进赣投标备案通知（在开标时联合体内单位均须提供）；5、
设计负责人的资格要求：具备壹级注册建筑师资格；6、勘察负责人的资格要求：具有注册土
木工程师（岩土）资格证书；7、施工项目经理的资格要求：具有壹级注册建造师（建筑工程专
业）资格和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安考B证）。8、施工项目管理机构及人员：技术负责人高
级工程师职称证书、八大员(施工员、安全员、质量员、材料员、标准员、机械员、劳务员、资料
员)岗位证书及安全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安考C证）；9、拟投入本工程的设计负责人、
勘察负责人、施工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及八大员等主要人员必须是本企业正式员工，同时
须提供近6个月在本企业参加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正常缴费的社保凭证及社保卡和有效劳动
合同；10、拟投入所有人员不得为同一人；拟承担投标本工程的建造师不得有其他在建工程，
不得为公务员及本单位以外的事业单位人员（指在编在岗且是国家财政全额拨款或部分拨
款单位工作人员）；否则招标人可以取消该中标人的中标资格，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11、财
务要求：近三年（2014年、2015年、2016年）未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未被取消，财产未被
接管、冻结、破产状态，并出具加盖单位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签章的承诺书（承诺书联合体内单
位均须提供）；12、投标人需提供的施工业绩：投标人提供2012年6月1日至今已完成单项类
似工程【工程造价≥6亿或建筑面积≥30万m2】施工业绩，业绩证明材料须提供竣工验收备
案表(必备）,还应提供经备案的中标通知书或直接发包告知书、经备案的施工合同、施工许
可证、施工图中任意两项能证明类似工程的业绩材料。施工业绩必须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
易网-房建市政工程-中标信息管理系统”中可以查询。提供外省工程项目业绩的，必须是
外省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级建设工程招投标监督机构官方网站上可以
查询到的。投标人在资格预审文件中应提供业绩查询路径，投标人提供的企业业绩在所要
求网站不可查询的视为无效业绩；13、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报名，联合体成员不超过2家。须
提供联合体共同投标协议书并明确施工方为牵头人。四、投标报名材料：1、投标单位介绍信
（联合体牵头人）；2、法定代表人证书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由拟派本项目注册建造师担
任)及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联合体所有成员）；3、企业资质证书（其中施工资质证书可提供
复印件）；4、安全生产许可证（仅施工方提供）；5、设计负责人注册建筑师资格证书；6、勘察负
责人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资格证书；7、注册建造师注册证书和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安
考B证）；8、技术负责人高级工程师职称证书、八大员(施工员、安全员、质量员、材料员、标准
员、机械员、劳务员、资料员)岗位证书及安全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安考C证）；9、拟投
入本工程的设计负责人、勘察负责人、施工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及八大员等主要人员必须
是本企业正式员工，同时须提供近6个月在本企业参加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正常缴费的社保
凭证及社保卡和有效劳动合同；10、根据“投标人资格要求”第10、11条的要求分别出具承诺
书；11、施工业绩：投标人提供2012年6月1 日至今已完成单项类似工程【工程造价≥6亿或
建筑面积≥30万㎡】施工业绩，业绩证明材料须提供竣工验收备案表(必备）,还应提供经备
案的中标通知书或直接发包告知书、经备案的施工合同、施工许可证、施工图中任意两项能
证明类似工程的业绩材料。提供业绩查询路径，投标人提供的企业业绩在所要求网站不可
查询的视为无效业绩；12、联合体报名的单位，须提供共同投标协议书。以上报名相关证件(书)均需提供原件核查，并留下加盖单位公章复印件壹份。五、报名时间及地点：2017年6月16日至2017年6月22日，每天上午9:00至11:30，下午14:30至16：3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
除外），持相关证件（书）按要求报名，逾期不予受理。报名地点：九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六、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江西日报、九江日报、国家级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网（http://www.jjkfq.gov.cn/）、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七、联系方式：招标人：九江富和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联系人：张工 联系电话：13970290969 招标代理机构：江西银信工程造
价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女士 联系电话：18170898966

九江富和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17年6月15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
公司拟对芦溪县华通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华通小贷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
2017 年 6 月 10 日，债权总额 3000 万元。债权担
保方式为保证、质押。

债权资产：该债权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股
权质押担保、应收账款质押担保。该债权由华通
电瓷制造有限公司、萍乡市金典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萍乡市超越高新陶瓷有限公司、萍乡市光源
电瓷制造有限公司、江西鑫海地产有限公司、萍
乡金源陶瓷有限公司、刘明忠、许江、刘光福、胡
惠珍、胡军丽、张艳华、吴实美、易绍友、欧阳淀、

罗仁章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刘明忠以持有的
江西京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2.168%股权质
押；小贷公司以其拥有的6040.5万元应收账款提
供质押担保，并已于2017年3月24日在人行征信
系统中办理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欲了解相关
担 保 详 细 信 息 请 登 录公 司 网 站 http://www.
gwamcc.com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

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
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
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
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
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2017年6月16日
发布，公告有效期为10个工作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

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
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
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合同、法院判决
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聂薇
联系电话：0791-86836769
传真：0791-86836681
通讯地址：南昌市阳明路106号
邮政编码：330006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陈晔
联系电话：0791-8683677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
2017年6月16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对
芦溪县华通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
公司拟对贵溪市贵银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贵银小贷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
2017年 6月 10日，债权总额 8000万元。债权担
保方式为保证、质押。

债权资产：该债权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应收
账款质押担保。该债权由广东华坤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广东信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广东信宏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广东信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广东
东安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滕燕青、杨兵、林巍、滕
鹰、徐红梅、滕鸿、陆洪莺提供连带保证担保；小贷

公司以其拥有的16000万元应收账款提供质押担
保，并已于2017年3月24日在人行征信系统中办
理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欲了解相关担保详细信
息请登录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

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
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
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
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
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2017 年 6 月 16
日发布，公告有效期为15个工作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工作

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
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
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合同、法院判决

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聂薇
联系电话：0791-86836769
传真：0791-86836681
通讯地址：南昌市阳明路106号
邮政编码：330006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陈晔
联系电话：0791-8683677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
2017年6月16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对
贵溪市贵银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昌九快速路改造一期工程进展顺利
黄家湖立交至长堎立交段交通导改

月底畅通可期 南昌交通大喜

中考明日开考 今日下午看考场去
建议考生提前45分钟到达考点

南昌招募8名下乡支教教师
本报讯（记者刘斐）6月15日，记

者获悉，南昌市部分农村偏远贫困地
区村级小学师资力量短缺，致使部分
学科（如英语、音乐、体育、美术）等长
期无法开课。为此，南昌慈善义工协
会启动第十一批支教老师下乡支教活
动，招募 8 名支教老师，支教一个学
期，本期为2017年9月至2018年1月。

“支教老师吃、住、教都在支教学
校，缓解了南昌市部分偏远乡村学校
因缺老师部分课程无法开课的矛盾，
支教老师自身也得到一定的锻炼。”南

昌慈善义工协会宣传部部长李林介
绍，前十批支教老师中有一些支教老
师都考取了“国编”，走上了教师岗
位。 据悉，支教老师将获得由支教学
校安排的住宿、每人每月生活费补贴
800元。此次需求帮助的学校包括进
贤县三里乡曹门小学，需舞蹈、音乐、
英语、语文教师；南昌县南新乡洪银小
学，需语文、数学、英语、美术教师；安
义县新民乡乌溪小学，需数学、英语、
美术、体育教师；新建区松湖镇和平小
学，需语文、数学、英语教师。

本报南昌讯 （记者万仁辉）6 月
15日，记者获悉，南昌即将开展本年度
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药机构评估准入
工作。按照相关准入要求，定点零售
药店须保证营业时间内至少有一名执
业药师在岗，营业人员需经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培训合格。

据介绍，2017年南昌市基本医疗
保险定点医药机构评估准入的范围为
南昌市辖区范围内二级（含二级）以上
医疗机构和辖区范围内零售药店，符
合准入条件且经评估合格后均可纳入

准入范围。此前已与南昌市医保处签
订了基本医疗保险定点服务协议的医
药机构不需重新评估准入。

记者注意到，在评估准入基本条
件中，申请定点医疗机构须应具备的
条件包括符合区域医疗机构设置规
划；依法取得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核发
的执业许可证，或经军队主管部门批
准并经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备案有资格
开展对外服务；配备符合基本医疗保
险联网结算要求的计算机管理系统，
并有相应的管理和操作人员等。

医保定点药店须执业药师在岗

本报南昌讯 （记者万仁辉）6 月
15日，记者从南昌市公安局红谷滩分
局了解到，为有效弥补天网探头盲区，
该局投入资金 180 余万元，创新推出

“红谷眼”建设工程，计划在红谷滩新区
各沿街店面、场所安装“红谷眼”视频监
控探头6277个。截至5月底，红谷滩安
装的“红谷眼”探头已达4421个。

统计数据显示，红谷滩分局推进
“天网”视频监控系统建设以来，目前
红谷滩新区已有 2638个天网探头，今

年还将再新建 2600个。但是，由于该
片区路面宽、小区多、面积大，天网监控
依旧存在一些死角和盲区。为此，红谷
滩新区发起了“红谷眼”项目建设。

据介绍，红谷眼视频探头由WIFI
热点传输视频图像，可利用手机WIFI
热点实现便捷下载，实用性强、性价比
高。红谷滩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天
网及“红谷眼”视频监控探头建设，织
密了视频监控“网眼”，可强化网上巡
逻防控和图像侦查工作。

4000余个“红谷眼”保平安

本报南昌讯（记者余红举 实
习生孙地祥）6月 15日 16时，南昌
昌九快速路改造一期工程（黄家湖
立交—长堎立交段）主线左幅正式
进行交通导改，过往车辆从右幅车
道改走施工完毕的左幅车道通行，
右幅车道将摊铺面层沥青，完成后
将正式通车。

倒边施工 确保月底通车

15日 16时，在交警的指挥下，
昌九快速路改造一期工程（长堎立
交—黄家湖立交）右幅道路正式封
闭，左幅已经修建好的道路则开始
疏导往来车辆的。

南昌市政公用集团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这是主线在进行倒边

施工。“之前，主线右
幅道路进行了 2

次沥青摊铺，为保交通通畅，先行
开放右幅道路通行。现在，左幅道
路已经建好并划好标线，可供车辆
通行，接下来进行右幅道路面层沥
青摊铺。力争月底前主线左右两
幅道路全线通车。”

昌九快速路改造一期工程（黄
家湖立交—长堎立交段）起于黄家
湖立交，止于长堎立交，将原有四
车道路基改造为六车道高架，工程
全长 4.89公里。记者了解到，一期
改造工程中，包括双幅主线、新增3
座互通立交（黄家湖立交、怡园路

立交、会展路立交）及一座互通立
交改造（长堎立交）。

项目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黄家湖立交、会展路立交、长堎立
交会与主线同时开通，而且是全部
匝道开通。而怡园路立交因为新
建区方面征迁进度影响，只能部分
通车。这也就意味着，到本月底，
从红谷滩的南斯友好路、怡园路、
碟子湖大道等处，可以直接上昌九
快速路。从昌九快速路也可以非
常便捷的下到经开区的黄家湖路、
新建区的红湾公路等地。

二期今开标 或8月动工

昌九快速路是连接南昌新建
区、红谷滩新区、经开区等地的一
条城市快速路。一期工程施工接
近尾声，二期工程（昌航立交—黄
家湖立交至前卜湖立交—西站大
街立交段）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记者了解到，6月 16日将进行
二期工程相关项目将进行开标，或
在今年8月份启动建设。

二期工程位于一期改造工程
南北各有一段，北段南起黄家湖立
交，途经庐山南大道，北至昌航立
交，长约3.0公里；南段南起西站大
街立交，北至前湖立交，长约5.0公
里；将原有双向四车道路基改造为
双向六车道路基，并对沿线互通立
交进行相应改造升级（含昌航立
交、舍里甲互通、省庄立交、嘉言路
立交及西站大街立交）。

一期工程通车后，将形成南昌
大桥至八一大桥之间的一个小内
环；而二期建成及洪都大道改造
后，将形成朝阳大桥至英雄大桥的
一个真正意义上一环快速路。

本报讯（记者刘斐）6月15日，南
昌市八一大道、北京西路等繁华地段
的公交站台和地铁站点出现了一批共
享雨伞。只要下载一个APP，注册后
缴纳 19 元的押金，并支付相关费用，
你就能借走一把伞。

15日10时许，记者看到中山路旁
的栏杆上挂了 20 多把色彩斑斓的雨
伞，伞把上印有二维码、雨伞编号，装
有密码锁，标有“e伞”字样。部分雨伞
上套着透明塑料包装，显然还未被使
用过。

据介绍，这些便是“e 伞”共享雨
伞。“14日20时左右开始投放，一个晚
上，30多个人共投放了 3万把。”15日

中午，“e伞”共享雨伞创始人赵书平
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来自深圳，在南
昌首次开展投放，主要在南昌繁华地
段的公交站台、地铁站点与火车站，

“最近南昌经常下雨，共享雨伞可以
方便市民。”

记者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后下载“e
伞”APP，经过实名认证，缴纳 19元押
金并充值 9 元，就完成了注册。在网
页上输入要使用雨伞的编码，软件就
会立即回传雨伞的密码。在雨伞的机
械锁上输入密码，按下伞柄开关，雨伞
就应声打开。合上雨伞即完成归还，
使用费用为0.5元/每半小时。

“目前投放在深圳、长沙、广州、珠

海、赣州等地的共享
雨伞均是从浙江定
制。不过，公司日前与江
西大地走红伞业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协
议，合作内容将是千万量级的共享雨
伞生产。”赵书平介绍，他们将共享雨
伞这个新生事物率先引入江西，今后，
江西生产的共享雨伞也将投放到湖
南、广西、海南、广东、福建等地。

赵书平介绍，将以 1：10（雨伞数
与总人口比）的配额在南昌投放共享
雨伞，预计 2018年 6月 15日前将总共
投放60万把。记者获悉，截至15日15
时，在南昌已有逾 1.2万人注册“e伞”
共享雨伞。

本报讯 （记者万仁辉）今年我省
中考将于6月17至19日举行。6月15
日，南昌市教育考试院发布相关考试
提醒，建议考生在考试科目开考前 45
分钟到达考点。

今年中考，全省将统一使用金属
探测仪对考生进行安全检查，手机等
违禁物品禁止带进考场，严禁替考。
考生携带的考试文具可用透明塑料盒
或塑料袋装。

根据网上评卷对答题的要求，考

生文具基本配备为：2B 涂卡铅笔，
0.5mm中性黑色水笔（可配替换芯），
考试套尺一副（量角器、三角板），圆
规，橡皮擦。超出上述品种的文具禁
止带入考场，经监考员检查允许后可
带透明塑料瓶装的饮用水和透明（玻
璃或塑料）小瓶装的风油精或小湿巾。

记者从南昌市教育考试院了解
到，16日下午，南昌市各中考考场对考
生开放，考生可提前了解考场情况。
该考试院提醒考生，各考点所在学校

张贴有《考场安排分布图》和《考点平
面图》等。看考场是应考的重要环节，
考生务必重视，熟悉考试环境有助于考
生减少紧张情绪，更有利于考试发挥。

因今年中考正值汛期，南昌市教
育考试院建议考生及时关注天气情
况，尽量做到提前出门，预留足够的时
间，可在考试科目开考前 45分钟提前
到达考点。

开考 15分钟后，迟到考生不得入
场参加当次科目考试；英语听力考试

开考前 15 分钟即 14 时 15 分后，禁止
迟到考生进入考场。开卷考试时，允
许考生携带所规定的课本、资料，但不
得相互交换资料。考场内不得自行传
递文具用品等。

需要注意的是，今年中考，物理与
化学实行同场分卷闭卷考试；思想品
德与历史实行同场合卷开卷考试。同
场考试的两个学科试题卷和答题卡开
考时同时下发。数学学科不再允许携
带计算器进入考场。

本报南昌讯 （记者邹晓华） 6月
15日，在南昌市滨江学校禁毒体验区
内，在专业老师的协助下，学生模拟体
验吸毒带来的危害，亲身试用各种禁
毒体验设备。

在模拟现场，学生带上“禁毒模拟
眼镜”“幻听耳机”“肌肉震颤抽搐臂
环”等禁毒体验设备。感知体会吸毒
后对身体的影响，比如会导致：幻视、

眩晕、幻听、空间定向障碍、肌肉震颤
痉挛、肢体活动受限等。试用后，体验
学生纷纷表示，“模拟吸毒体验后头晕
恶心，耳边嗡嗡响，手会不自主的抽
搐，太可怕了！毒品真的不能碰！”此
外，滨江学校接下来将会总结体验式
禁毒预防教育的经验，依据不同年龄
的学生需求，设计实用性更强的个性
化教程，以深化校园禁毒教育工作。

模拟体验 禁毒教育进校园

本报讯（记者万仁辉 通讯员胡刚
葵）日前，抚州市东乡区森林公安局甘
坑派出所查处一起为赌博提供条件案，
共行政拘留参赌人员14人。

6 月 7 日，东乡区森林公安局甘坑
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甘坑林场深山
中，有一伙人从县城赶来聚众赌博。据
悉，抚州市公安机关近日正在开展“宏
力行动”，聚赌人员在县城周边无处藏

身，少数人选择到边远山区聚众赌博。
接到报警后，考虑参赌人员较多，

甘坑派出所启动联防联控机制，通过协
调周边派出所及区公安局特警大队，共
调派警力 30 余人，乘便车前往聚赌
地。通过围堵抓捕，警方一举抓获参赌
人员何某、宗某等 14 人。依据有关规
定，公安机关依法对参赌人员予以行政
处罚。

东乡警方捣毁一深山赌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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