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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大康"惠言穗语#引来专家好评不断

河南日报!农村版"记者 曹国宏 通讯员 王永强

$背景%&

惠大康出生于

南阳市! 本科

学历! 中国法

学会会员 !中

国摄影家协会

会员! 中国民

俗摄影家协会

会员! 河南民

间文艺家协会

会员! 南阳市

民俗文化研究学会副会长" 惠大康曾

入伍当过兵!在部队是一名宣传干事"

从部队转业后!当过工人!到政府机关

做过秘书"

!"#$

年!到检察系统工作至

今" 现在是南阳市人民检察院的国家

三级高级检察官"

惠大康出生在书香世家! 自幼对

文学十分热爱!即使在#文革$时期他

下乡务农!也不忘读书% 自
!"%$

年以

来! 惠大康曾发表论文时评& 通讯文

学& 摄影作品千余件! 其中艺术摄影

'虹(&'生命(荣获#中原杯$全国摄影

大赛二&三等奖% '惠言穗语(是惠大康

利用业余时间所写的集工作论著 &散

文&杂谈&评析等于一体的第一部系列

专著文集% 全书共分'呵护人生(&'淡

墨浓情 (和 '勤道有悦 (三部分 !共
"&

万字% '呵护人生(以散文形式披露了

作者对人生的感悟心境!'淡墨浓情 (

是用随意新体诗表达对大自然& 社会

的赤诚之爱!'勤道有悦( 是作者在工

作方面的#经验之谈$%

"

月
'(

日!'惠言穗语( 文集座谈

会在河南省文学院召开% 河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原副院长& 现任河南豫宛商

会会长张玉坤!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副

总编辑王俊本! 南阳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秦俊!河南省人大常委&郑州大学

穆青研究中心主任董广安! 河南省文

联副主席&河南省文学院院长郑彦英!

河南日报文化周刊部主任王钢!'散文

选刊(主编葛一敏!南阳市文联主席王

遂河!南阳市文联党组书记廖华歌!南

阳市文联副主席周同宾! 青年导报社

原副社长&著名诗人高旭旺!河南法制

报新闻中心主任李葆童! 人民日报社

河南分社采编室主任曲昌荣! 新华社

河南分社记者张兴军以及河南日报

)农村版*副主编周岩森&高亢出席了

座谈会%

书山有路勤为径

张玉坤 )河南省豫宛商会会长&河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 没有想

到他精力这么充沛# 作为一个检察官$

他担负着国家赋予的重任$ 惩恶扬善$

打击敌人$保护人民$承担的任务是很

重的#但是他能够搞创作%搞写作$若不

付出一定的时间和代价是做不出来的#

王俊本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

编辑*+从这三本书上看到大康先生比

较刻苦%比较勤奋# 写一部长篇小说需

要统一构思$需要很多时间来写# 他做

检察官工作$ 我想都是夜里有时间坐

下来写一写对工作的感受# 但是他这

些感受如果靠集中写是写不了这么多

的$ 有一些感受是一天下来对某个事

的感受# 这些随笔%这些感受像散文一

样$都是一次写一篇$一次写两篇 $可

以说比较刻苦$比较勤奋# 他是把业余

时间利用起来读书%看报%写东西 $对

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启发#

秦俊 )南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惠大康是一个乐于勤奋 %积极好

学的人# 他从小就在父亲的 &耕读传

家'的教育中长大$在学校一直是出类

拔萃的&佼佼者'$他也当过兵$在部队

就是一名宣传干事$善于弄文舞墨$颇

有建树# 在检察机关他当过办公室主

任%业务处长%政法委副书记# 可以说

作者是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成一行$

多次立功受奖#

董广安)河南省人大常委&郑州大

学穆青研究中心主任*+从心里感觉竟

还有人如此执著%如此勤奋地笔耕# 作

者实际上只是业余爱好$ 既不是科班

出身$也不是工作很清闲$职业身份是

检察官$工作量是很大的$可以说他是

把自己夜间% 清晨的休闲时间转化成

了一个个铅字#

王钢)河南省作协副主席&河南日

报文化周刊部主任*+一个检察官他随

时有种种理由放下笔$ 但他终究没有

放下$始终握着这支笔$这是他的一种

精神之爱$这也是文学的吸引力%精神

家园的吸引力$ 使得他把很多的业余

时间贡献了出来#

高旭旺)青年导报社原副社长&著

名诗人*+从这三本阅历来讲 $他是很

有思想追求的# 怎么样能变成一种精

神( 精神的堡垒和围城是用几个字积

累起来的$勤%苦%汗%泪%学$这五个方

块汉字堆起来一个堡垒$ 就是文学的

堡垒$他是在追求文学的堡垒#

曲昌荣 )人民日报社河南分社采

编室主任*+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惠

大康值得我学习的就是勤奋和敬业 #

勤奋和敬业能够结合在一起$ 就肯定

能够成功# 大康能够从当下乡知青起

步$然后是部队放映员%宣传干事 $开

始在检察院$后来到南阳政法$最后又

回到了检察院$ 他的整个足迹让人感

觉到是用&勤奋'两个字串成的#

是一部
内容丰富的精品之作

王俊本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

编辑*+文集有法律方面的 $有文学方

面的$ 还有摄影# 他是几个协会的会

员$法律方面那是本专业$大康把法律

方面干得很好%是专家$而且将其他方

面也干好了#

董广安)河南省人大常委&郑州大学

穆青研究中心主任*+这套文集内容很丰

富$题材很广泛$体裁更多样$有随笔%散

文%诗歌%讲话稿等等$感情很真挚$语言

很平实$有人生感悟%有生活感想%有工

作所思$还有理性的归纳$可谓现实主义

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案例#

王遂河 )南阳市文联主席 *+大康

的诗我也比较认真地翻了一遍$ 和他

业务方面的论文% 随笔有一个共同的

特点$ 就是大康在思想理论方面的修

养%品格非常高# 有些诗比如)大路条

条通天庭*等等$里面很有哲理 $也有

个人化的东西$这个很好#

廖华歌 )南阳市文联党组书记*+

大康阅读书籍比较多$ 他的古典诗词

功夫也很了不得$他的阅读面很广# 而

更重要的是大康善于思考$ 因为他搞

摄影也很有成就$ 所以他和我们一般

搞文学的人相比$还有一个突出特点$

就是他是以摄影人的目光% 视角和审

美角度来切入生活%切入人生的#

周同宾)南阳市文联副主席*+大康

这一套书是文集$ 编集子不会按诗歌%

散文去编$在这方面我认为大康遵循着

中国传统文路的大散文或者说关于文

章的变法$文章只要思想美%语言美%音

韵美%节奏美都是受读者喜爱的#

郑彦英)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河南

省文学院院长*+一个检察官整天跟做

坏事的人打交道$ 竟然能写出这样的

文章$这里面有个气场问题$你整天跟

风花雪月的人在一起$ 肯定出口就是

&天上星星%月亮'怎么样$通过这个文

集可以看出作者做事的品位是非常高

的$作品反映的内容更丰富#

葛一敏 )'散文选刊 (主编 *+文集

内容非常有现实性$ 也就是说很有当

下性$它不是为了配合政治形势$不是

就文章而文章$不脱离时代$不超越时

代$与社会有非常紧密的关联性# 整本

书的趣味性也很好$真感情%真性情的

东西# 总的来说$这本诗集非常有社会

责任$ 有社会担当$ 有饱满的工作热

情$对生活有很新鲜%很强烈的感悟#

'南阳作家群(后继有人

秦俊 )南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南阳的文化底蕴比较丰厚 $涌现

出了一批像二月河%柳建伟%乔典运 %

周熠%周同宾等知名作家# 随着)惠言

穗语*的出版发行$惠大康又成为了南

阳作家群中杀出的一匹 &黑马 '$标志

着南阳作家群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

液$&南阳作家群' 的名片将更加熠熠

生辉#

王钢)河南省作协副主席&河南日

报文化周刊部主任*+南阳有一个著名

的&南阳作家群 '$在全省我感觉文学

豫军的实力&南阳作家群'是很大的一

块$在&南阳作家群'里面又有一个&官

员作家群'# 包括二月河$他开始也是

走仕途的# 他原来是宣传部的一个科

长$后来转入文学# 有南阳盆地精神文

学长期传统的滋养$ 同时这些年来一

直像接力赛一样持续地共同努力# 惠

大康是南阳作家群的后起之秀$ 该文

集的出版$可以看出南阳作家群&江山

代有人才出'#

!"#$%&'()*+,

二月河

获悉我家乡的一个老同事的孩子要

出书了!而且还是一部系列书籍!很是高

兴% 而且我的老同事带着孩子到家求教!

并想让我给他的文集作总序% 我仔细看

过了'惠言穗语(文集书稿的清样!出于

对老同事的一贯敬重! 更考虑到对后代

人的鼓励!就没有推辞地接受了%

我知道!惠大康是个乐于勤奋&积极

好学的人% 他从小在父亲#耕读传家$的

教育中长大!从小上学就是#尖子生$!遗

憾的是在#文革$年代!十三四岁到农村

接受再教育% 当时的#读书无用论$充斥

了社会! 可是年幼的他却在下乡的行李

里装满了课本!有人讥笑他是#圣人蛋$!

书本被撕了!看书用的煤油灯被砸了!但

没有砸碎他对书的爱好% 后来!他入伍当

兵!在电影组放过电影&画幻灯&刷标语&

写稿件!成为一名宣传干事% 从部队转业

后他当过工人! 到政府机关做过秘书 !

)"%$

年又做检察院工作% 近
*+

年!他当

过
*

年技术科长&

%

年办公室主任&

!*

年

业务处长&

,

年政法委副书记% 做过业务

工作!又做管理工作!现在是南阳市人民

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局的局长& 中国法

学会会员%

和作者的交流中! 我很同情他上学

时代贻误了高等学府的系统教育! 现在

他的大学文化程度还是通过中央党校函

授和电视广播大学法律专业学习获得

的!我为他的敬业和执著而赞叹% 作者不

仅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成一行&多次立

功受奖!而且爱好宽泛!撰写公文全心投

入!搞新闻创作不分昼夜!摄影创作小有

成绩!热心公益在所不辞% 作者从一页三

百字的稿纸誊写! 到电脑键盘的自如敲

击!多年来积累了不少回味的东西% 他也

应当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了! 于是几年前

就在正义网上建立了自己的法律博客网

站!设置了自己的电子邮箱!可以说作者

一直是在努力与时俱进% '惠言穗语(书

名寓意的本身!可能就是作者对自己&对

读者&对社会的一种惠赠%

作者多年工作在政法部门!'呵护人

生(就是他的职业习惯!所作的百余篇散

文&杂谈&评析!对于歌颂时代新风貌&新

气象!对于惩防腐败的一些感悟 &见解 !

对于宽怀为本&和谐处事的做人准则等!

都彰显了作者对于#人生仕途如烟云&生

命难得贵自由&博学文章千古秀$的真实

表露% '淡墨浓情(是一本新体诗集!不少

是在他自己的网站里构思挥就的% 作者

谦虚地说到自己并不懂得诗歌! 但是浏

览了篇目和诗歌!觉得#内存$很大!有一

定的#潜力$!作品一是有感恩上苍的匡

扶正义之感! 二是有敬老爱幼的诚心善

心所现! 三是有讴歌江河山川的烂漫情

景% '勤道有悦(一册!看得出是作者工作

多年的一些理性研究& 典型经验和重要

的演讲材料!表明作者的身体力行精神!

对于他的同行来说也属于难得的工具

书% 我由于事务缠身!仅看过后几册的梗

概!也足以表明作者在回味人生&适应社

会&鼓励正直奋进%

作为一个长期在检察机关工作的业

余作者! 在精心组织和圆满完成本职工

作的同时!能够起早贪黑&挤出时间撰写

近百万字的专著!很不容易% 检察工作是

一项非常沉重&又很琐细的#差使$!惠大

康多年来沉没其中! 一边工作! 一边思

考!一边学习!一边总结!真的是一个很

用心的人% 这里边的人生感受和对事物

的理解!饱含着他自己的沧桑里程&汗水

甚至是泪水! 浸染在一些很理性与神性

的人文思维之中% 他的父亲也是一位老

职业革命者! 这里也有着两代人共同的

理想与希冀% 可以说!这些文章并非单凭

生花妙笔就能够弄出来的% 我有一种奇

特的感受!竟会想起一句旧话叫做#公门

里头好修行$% 这样的作品其社会责任和

严肃性是不必问的! 能够对社会& 对家

庭&对每位读者都会带来有益的作用% 我

相信!读者必能从中看到自己!感受到人

生的另一种深沉%

是为序%

&$$"

年
(

月

惠大康近影

!"#$%&'

,,,河南省传染病医院&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的-专业饭$

本报记者 于亚男 本报通讯员 周博 路瑞娜

-(

年前的金秋时节$ 河南省

传染病医院的前身+++郑州市第

六人民医院在郑州诞生#

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时刻 ,

&$$(

年
)&

月经河南省卫生厅批

准$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挂牌&河

南省传染病医院'#

历经
-(

年的风雨坎坷$ 河南

省传染病医院从无到有% 从小到

大$医院咬定&大专科$小综合'的

发展目标$努力把医院建设成为河

南省内领先% 国内一流的集医疗%

预防%科研%教学于一体的现代化

综合性传染病医院# 目前$医院肝

病%结核%感染三大专科体系已经

逐步显示出招牌优势#

河南省传染病医院%郑州市第

六人民医院院长郝义彬说$作为河

南省唯一一家三级传染病医院$要

在激烈竞争的医疗市场中生存发

展$与其哄抢&跑道'%追求门门通$

不如埋头搞专业和特色$创造&一

门精'效应#

堪称河南省规模最大 )

收治病人最多的肝病专科
'领头羊(

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肝病对

人类健康的影响正日益受到人们

的关注#肝病包括甲%乙%丙%丁%戊

型肝炎%肝纤维化%肝癌%自身免疫

性疾病及中毒性肝损害等$成为肝

病学的重要范畴之列#

数字显示$ 目前全球有近
,

亿

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携带者$我

国为
).&

亿-全球每年有
)$$$

万至

*$$$

万人口感染乙肝病毒$

)$$

万

患者死于乙肝及其并发症$ 即平均

每分钟就有两名患者死于乙肝及其

并发症- 我国每年死于乙型肝炎病

毒感染引起疾病的人数为
&%

万#

中西医结合肝病科主任李利

亚介绍说$乙肝已成为世界范围内

最为严重的肝脏感染性疾病$它能

导致肝功能衰竭% 肝硬化或者肝

癌#世界上
%$/

的肝癌都是由慢性

乙肝引起的#中国的乙肝患者年龄

大多在
&+

岁至
-+

岁之间$他们是

社会的中坚分子$肩负着家庭和社

会责任#患乙肝后他们不仅承受着

身体病痛与家庭经济的巨大治疗

负担$同时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面

临来自升学%就业%婚育等方面的

诸多压力#因此肝病不仅是严重的

公共卫生问题之一$也是值得关注

的社会问题#

在严峻的

挑战下$该院凭

借多年来在肝

病 的 诊 断 % 治

疗%临床等方面

形成的丰富经

验 $ 开展了肝

癌%肝硬化并脾

功能亢进的介

入治疗%腹水浓

缩回输疗法治

疗顽固性腹水%

人工肝支持系

统治疗重型肝炎的临床研究$ 现已

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采用中药灌肠

法治疗重肝技术疗效显著$ 研发的

中药制剂已有
,

个品种通过河南省

药监局%郑州市物价局的验收核定$

投入生产并应用于临床# 肝病专科

一举成为在省内规模最大% 收治病

人最多的标杆单位#

经过
-+

余年的临床实践 $现

在医院各型病毒性肝炎的临床治

愈率在
"+/

以上$重型肝炎抢救成

功率达
-+/

左右$对甲%乙%丙%丁%

戊型肝炎病毒血清学检测及乙型

肝炎的病毒!

012

"脱氧核糖核酸

!

345

" 应用荧光定量
678

检测

技术$居国内先进水平#

医院由过去的
&

个肝病科扩

大为如今的肝病诊疗中心#中心为

国家肝炎防治教育基地%郑州市临

床医学重点专科%郑州市肝病研究

所# 现有肝病科%重症肝病科和中

西医结合肝病科等
-

个肝病病区$

其中中西医结合肝病科还被列为

河南省重点学科建设专科%郑州市

示范重点中医专科#

驻马店市的李某患慢性重肝

病$

&++%

年
))

月住进省传染病医

院# &亲戚朋友都说$到了省传染病

医院$你这病也就算走到头了# 要

是那儿也不收治$你也没啥可遗憾

的了# '如今$在六院肝病诊疗中心

接受治疗的李某$病情却奇迹般地

好转#

像李某一样$很多辗转求医的

传染病人$到了省传染病医院已经

是&最后一站'了# 他们当中$有很

多是全省各地救治不了的重症%危

症传染病患者#

在采访中$前来复诊的郑州市

一位退休教师说$他很想给记者聊

一聊他在该院就诊的感受# 他说$

自己
)""%

年患上乙肝$ 由于当时

带毕业班$教学压力大加之过度的

劳累$使他病情加重$出现了肝硬

化失代偿期$并有大量腹水$黄疸

长期不退$ 在多次住院效果不佳
时$他打听到了省传染病医院肝病

科主任李利亚用中西医结合的方

法治疗肝病效果很好# 为此$他抱
着一线希望住进了该院中西医结

合肝病科#

&在这里$李主任及该科的医

务人员对我就像自家人一样$尤其
是李主任在认真分析了我的病情

后$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使
我的病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同

时$李主任在精神上也给我很大的

鼓励$平时经常与我聊天$不歧视
我$才使我这两年来对疾病不再恐

惧# '这位老教师动情地说#

几十年求索* 结核病防
治专业技术水平国内先进

据河南省传染病医院%郑州市

第六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郝义

彬介绍$围绕综合性传染病医院的
目标$ 进一步完善了专业体系$目

前$医院已形成传染病六大专业体
系$即肝病专科

9

中西医结合肝病

科
:

%结核病专科%感染科 %传染病
外科和传染病妇产科#特别是对肝

病和结核病专科逐步实行二级分
科$初步实现了重肝病和一般肝病

分开$突出中西医结合特色-耐药

和非耐药结核分开$ 针对肺外结

核$发展了结核外科专业-以母婴

阻断技术为特色$发展传染病妇产

科专业#

翻开医院专科史册$ 记者发

现$医院的结核科是河南省开展最

早的结核病防治专业机构$主要从

事各型肺结核及小儿结核%结核性

胸膜炎 %骨结核 %肠结核 %淋巴结

核%泌尿结核%耐药性结核%结核合

并糖尿病%肺部肿瘤%恶性胸腔积

液等疾病的诊断和内科综合治疗#

开展的
7;

引导下经皮穿刺活检

术%经纤支镜治疗耐药结核病等诊

疗技术水平处于国内先进行列# 结

核外科开展的肺结核引起的空洞

型肺结核%毁损肺%结核性脓胸以

及各种淋巴结核%骨结核%关节结

核等肺外结核手术清理

和治疗$手术成功率高$

复发率低$ 为结核病患

者提供了更多康复的机

会#

感染性疾病科是河

南省临床医学特色专

科$承担着收治麻疹%乙

脑%霍乱%出血热%水痘

等各类传染性杂病的任

务$ 为应对手足口病疫

情等传染病突发事件发挥了重要
作用# 在今年手足口病防治工作
中$该院积极筹措资金$对发热病
房%医院门面房进行了改造$成立
应急病房和发热%疱疹门诊$煎制
预防手足口病的 &抗

<2

饮 '中药
汤剂

)-$$$

袋$免费发放给周边居
民# 截至目前$医院无一例手足口
病死亡病例#

传染病外科采用肌松剂加呼
吸机辅助治疗死亡率一直较高的
破伤风$有效率达

"$/

以上$成功
挽回了多位患者的生命#艾滋病科
是郑州市唯一收治艾滋病病人的
专业机构$承担着郑州地区及所辖
六县艾滋病医疗救治%免费抗病毒
治疗项目管理% 指导基层医疗救
治%艾滋病免费检测咨询等任务#

同时$大力发展医疗适宜技术
&)

项 $护理适宜技术
&*

项 $丰富
了诊疗手段$ 赢得了病人的信任#

介入%人工肝%内镜等技术全面展
开# 医院还开设了介入治疗室%血
液净化室%内镜诊疗室%感染性疾
病实验室 %检验科 %输血科 %病理
科%参比室%功能科%放射科%药剂
科等医疗医技科室$在全国同类医
院中率先开展的传染病外科%传染
病妇产科%皮肤性病科已形成独特
的专业品牌优势#

郑州六院系列报道之二

医院组织片医深入辖区为居民送健康

野外拓展训练进一步增强医护人员凝聚力

!"

招标条件

国道
)$=

线郑州段改建工程已由河南省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豫发改交通
>&++"?%&,

号批准立项$ 项目招标人为郑州交通重点工

程建设管理中心# 现对国道
)+=

线郑州段改

建工程管理养护中心房建工程进行国内竞争

性公开招标$现邀请有兴趣的潜在投标人!以

下简称申请人"提出资格预审申请#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

项目概况及标段划分

国道
)+=

线郑州段改建工程$ 是新建一

级公路兼城市快速路# 项目起点位于郑州黄

河公铁两用桥南接线与
@)+=

辅道互通式立

交!申庄互通式立交"东匝道的终点$本项目

终点航空港迎宾大道转盘处# 路线全长约

,)."

公里$建设里程长
*=.(,

公里#

@)+=

管理养护中心房建工程主要包括,

总建筑面积
),-+&!

$ 施工图纸范围内的土

建%土建安装工程$工程数量以实际施工图为

准#

本次房建工程施工招标共
)

个标段$计

划工期
)&

个月$缺陷责任期为
&

年# 主要工

程内容如右表所示#

$"

申请人资格要求

!

)

"本次资格预审要求申请人具备建设

部核发的房屋建筑工程总承包壹级及以上资

质$具有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在人员%设

备%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施工能力$本次资

格预审不接受河南省公路建设施工企业信用

评价为
3

级的企业#

!

&

"本次资格预审不接受联合体资格预

审申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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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 不得同时对同一

标段提出资格预审申请#若出现上述情况$先

购买资格预审文件者为有效申请人#

%"

资格预审方法

本次资格预审采用合格制#

&"

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

)

"请符合上述条件的申请人于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 !法定公休

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
%

时
*+

分至

))

时
*+

分$下午
&

时至
-

时
*+

分!北京时

间$下同"持单位公函%法人代表证明书及身

份证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身

份证%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安全生

产许可证副本等证件 !以上均为原件和加盖

公章的复印件"$ 到郑州市紫荆山路
(+

号金

成国贸大厦
),+,

房间河南建设工程咨询公

司购买资格预审文件#

!

&

"资格预审文件每份售价为
)-++

元$

售后不退#

'"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递交

!

)

"递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截止时间

!申请截止时间$ 下同" 为,

&++"

年
)+

月
&&

日
)+

时$ 申请人应于
&++"

年
)+

月
&&

日
%

时
*+

分至
)+

时将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递交至

郑州市紫荆山路
(+

号金成国贸大厦
),+,

房

间河南建设工程咨询公司#

!

&

"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资

格预审申请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

资审保证金

申请人在递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前$应

按申请人须知规定提交人民币
*+

万元的资

审保证金#

)"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资格预审公告同时在 &中国采购与

招标网 '%)河南日报 * 和郑州交通信息网

ABBCDEEFFF.GGHBH.IJK.LME

上发布#

*"

联系方式

招标人,郑州交通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地址,郑州市工人南路
!(-

号

邮编,

,-$$$(

联系人,尹先生 李先生

电话,

$*=!N(=!%&*$& (=!%&*$%

招标代理机构,河南省建设工程咨询公司

地址,郑州市紫荆山路
($

号

金成国贸大厦
!,$,

房间

联系人,谢女士 李先生

邮编,

,-$$$,

电话,

$*=!N(((!$((%

传真,

$*=!N(((!!$,!

#++*

年
*

月
#)

日

12 !"#3456789:;<=>?!

@89:A9BCDEFGHI

施工图纸范围内的土建%土建安装工程#

标段 工程项目内容

OPN!

!"#$# %$&'(

!

!""*

年
*

月
$+

日 星期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