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S238常付线漯河市郾城区小王

庄至周口交界段改建工程已由河南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以豫发改基础【2013】1555号文批准建

设，项目业主为漯河市公路管理局，建设资金来

自国家、省补助及漯河市自筹，招标人为漯河市

公路管理局。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

的两阶段设计进行国内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建设规模：本项目起点位于郾城区龙城

镇小王庄，止于漯河与周口交界处。路线全长

31.046公里。

2.2 技术标准：本项目采用一级公路标准建

设，设计速度80公里/小时，桥涵设计荷载采用

公路-I级，设计洪水频率：桥梁涵洞1/100，其他

技术指标应符合《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

GB01-2003）。

2.3 设计周期

（1）初步设计阶段：签订合同之日起30天内

应向招标人提交初步设计文件；

（2）施工图设计阶段：初步设计批复后30天内

应向招标人提交施工图设计文件和工程量清单。

2.4 招标范围及标段划分

（1）该项目按两阶段进行设计，即初步设计

和施工图设计，主要工作内容包括收集有关基础

资料、组织外业测量、进行初步设计和编制概算；

进行施工图设计和编制预算，以及相关施工阶段

后续配合服务（包括编制工程量清单和标底等）。

（2）本项目划分为一个设计标段：CFKS-1。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为独立法人，须同

时具备工程勘察专业类工程测量甲级及以上资

质和公路行业（公路）专业设计甲级资质，具有类

似公路工程设计业绩，并在人员组成结构等方面

具有相应的设计能力。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4年5月7

日至2014年5月12日（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

8：30至11：30，下午15：00至17：30(北京时间，

下同)，在漯河市泰山北路13号院102房间持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勘察资质证书副本原

件、设计资质证书副本原件、经办人身份证及上

述资料复印件一套购买招标文件。

4.2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1000元，售后不退。

5. 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5.1 本次招标招标人不组织工程现场踏勘

和投标预备会。

5.2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14年6

月5日10时00分，投标人应于当日8时30分至

10时00分将投标文件递交至漯河市银都大酒店

3号楼二楼会议室。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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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河南日报》、《中国采购与

招标网》、《河南招标采购综合网》上同时发布。

7. 联系方式
招标人：漯河市公路管理局

地址：河南省漯河市黄河路中段619号

邮政编码：462000

联系人：王振宇联系电话：0395—3153982

传真：0395—3132939

招标代理：河南省鑫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建峰电话：1393802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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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通

讯员赵国民马童）4月30日中

午，息县县长金平注意到了一

位普通退伍老兵的信访件，他

立即叫来县民政局和信访人所

在乡政府的同志，安排他们调

查解决问题。

退伍老兵叫谷广坤，是息

县关店乡任围孜村人，1960年

退伍后一直在家务农。2011

年，按相关规定，他到民政部门

办理了60周岁退伍老兵补助

手续，每年领取补助金 360

元。不久前，谷广坤听说伤残

军人可享受更多的伤残补贴，

他模糊地记得自己服役期间好

像受过伤。

4月30日，谷广坤到县医

院看病，便以信访的形式申请

伤残待遇，金平县长随即看到

了他的请求。县民政局和关店

乡的同志当下赶到县武装部查

询档案，一边带着营养品到县

医院看望谷广坤老人。在医

院，民政局局长拿出泛黄的原

始档案，身体状况栏明确记载

谷广坤入伍前后均为健康。

看着记载着自己青春和历

史的档案，谷广坤落泪了，他说：

“没想到我的一个信访件竟惊动

了这么多领导，给你们添麻烦

了，真对不起。”临别时，县民政

局的同志告诉老人：“凡政策有

规定的，政府一定兑现。生活有

啥困难，我们一定想办法帮你。”

得到关注的谷广坤老人心

里踏实多了，而此时距他给县

长送请求信不过5个小时。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 通

讯员余照龙）4月29日，卢氏县

委宣传部、卢氏县文明办、瓦窑

沟乡党委政府、卢氏龙首山庄

共同举办了“睢杞太抗日‘杨家

将’革命事迹画展”及文明志愿

服务系列活动，该县15家省市

级文明单位及公益服务志愿者

160余人参加了活动。

据了解，此次画展是卢

氏县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的载体活动之一，旨在

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

使党员领导干部接受革命传

统教育。同时，广大党员干

部还阅看了“百种红色经典

连环画”，参观了红色足迹、

雷锋精神、十八大精神、革命

前辈、建党九十周年等为主

题的红色邮票展，86岁的老

革命军人李红军讲述了亲身

经历的战斗故事，使广大党

员干部心灵受到了熏陶和洗

礼。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通讯员高永涛）“天

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

暑往，秋收冬藏……”5月6日，沈丘县千名回汉

儿童在中华槐园齐声诵读《千字文》，数百名群

众齐聚千字文广场，共同庆祝中华槐园开园两

周年。同时，该县“美丽沈丘魅力槐园”大型系

列活动之九——《千字文》研究会成立仪式、全

国《千字文》书法大赛展活动在这里举行。

沈丘自古以来就是一方热地厚土，物华天

宝，人杰地灵。南北朝时期，先人周兴嗣在这里

编撰蒙学第一教材、中华文化之经典《千字文》。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通讯员刘超）5月6

日，内黄县马上乡东马上村江波瓜菜专业合作

社交易市场内一派繁忙景象：瓜农正络绎不绝

地把一车车成熟的甜瓜、西瓜从周围的大棚运

往市场，上百名中年妇女把鲜瓜套袋装箱，一辆

辆来自湖北、湖南、河北、辽宁、郑州等地的大货

车排队等候装车外运……

近年来，内黄县马上乡始终坚持把温棚高

效农业作为全乡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来抓，全

乡温棚产业已呈现出成方连片、规模化发展的

强劲态势。“目前，全乡温棚瓜菜种植面积已达

2.9万亩，成立瓜果种植专业合作社48家，年产

各类瓜菜17.4万吨，年创效益4.84亿元，带动

人均年增收达3000元。”马上乡政府干部王俊

峰告诉记者。

“恁家脏水都流俺家院里啦！”“院外的

老地边，是大家专门倒泔水用的，你占了，还

铺上石灰，泔水当然会瞎流了。”“别吵啦，都

各自退让一步吧！”清丰县范石村两户前后

院邻居因为脏水吵架，村里老党员“火线支

援”，当起了“消防员”、“和事老”，一场即将

升级的争吵，终于消散。

这是清丰县阳邵乡范石村老党员协会

22位老人三年来志愿服务村集体公共事务

的一例。他们用“热心话、在理话”调解矛盾

减少摩擦，他们“勤快腿、麻利手”清洁家园

助人为乐，老人们做事不求回报乐在其中。

以前让村民头疼的杂事、小事、无利事，现在

不仅有人管，而且有条理、管得好。

据悉，范石村老党员协会成立于2011

年重阳节，22名成员中有 20名都是老党

员，在这个有三四千人的大村中，老党员的

身影处处可见：他们是农家书屋的管理员，

随找随在；他们是村民调解委员会的主干，

有帮有扶；他们还负责着村内街道、公路、

公共健身器材的卫生和检修，对细枝末节

“火眼金睛”，维护着乡村的美丽面貌。

该协会的老人多曾是村委会成员，他们

熟悉村情，管理经验丰富。当年轻人一批批

外出打工，老人除了唠嗑、打牌、晒太阳无事

可做，村内垃圾反复堆积时，老党员们想出了

这个办法。自协会成立后，凡村内事务，老人

每半月集中讨论一次，并及时把新的建议和

经验反馈给村委会，共同研究解决方法。

截至目前，范石村老党员协会共帮助

村内解决矛盾纠纷6起，举办老年人健康生

活讲座7次，为村“两委”提出合理建议16

条，其中包括农家书屋的开放制度，老年人

健身活动场所的建立，村内街道的整治等

合理建议。

日前，邓州市罗庄镇罗东村村民张振

国敲锣打鼓，步行几里，将一面锦旗送到罗

庄镇“明理会”办公室。张振国握着“明理

会”成员习明克的手，激动地说：“真感谢村

‘明理会’，让我头疼多年的建房和出路问

题终于有了着落！”

原来，张振国的宅基地与周边 9 户

存在纠纷并且常年得不到解决。镇“明

理会”得知情况后，迅速组织 30余人的

“明理会”工作队，挨家挨户谈心、做工

作，同时协调镇里有关部门，打通了道

路，拆除了违章建筑，硬化了路面，解决

了张振国与周围住户出行难、建房难的

问题。

在罗庄镇，只要提起“明理会”，群众都

争相竖起大拇指。村民白书贵告诉记者：

“‘明理会’帮助村民调解了许多大事小情，

让许多纠纷不出村、不出镇就得到了解决。

现在有纠纷，大家都愿意找村‘明理会’协

调。”

“罗庄镇在外领导干部很多，亲缘关系

交织，过去一些村民常因小纠纷就动不动

信访、人访。”罗庄镇党委书记魏新果向记

者介绍，“正是出于解决矛盾、稳定一方的

目的，镇里经过反复调查研究，才成立了

‘信访工作明理会’。”

据介绍，罗庄镇“明理会”自2011年3

月组建以来，不仅锻造了一支办事有方、会

办事、办成事的民间信访队伍，而且使罗庄

镇实现了无上访案件，全镇96%的信访积

案得以化解，群众满意率达95%以上，绝大

多数上访老户、特殊利益群体得到有效稳

控，一大批复杂疑难案件得以妥善解决，实

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的纠纷化

解机制。

沈丘县

千名儿童齐声诵读《千字文》

内黄县马上乡

甜瓜西瓜引来省内外客商

老党员协会专管村民头疼事清丰县
范石村

“明理会”让群众心里亮堂堂邓州市
罗庄镇

□本报记者中原三农网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王静会杨明海

息县：县长心系退伍老兵冷暖

卢氏县

以革命先辈为楷模
立志践行群众路线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5月6日，由郑州市

委宣传部主办的“爱上郑州”微电影国际大师

中原行活动在郑州电视台演播大厅启动，在接

下来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来自中国、美国、意大

利、韩国的四位电影导演，将以《爱·郑州》为题

目，创作微电影，展示每位导演各自眼中独特

的郑州形象。

《爱·郑州》微电影系列以爱为主题，分为四

部分：爱·无界、爱·无声、爱·无畏和爱·无痕，选

题均出自发生在郑州的真人真事，制作团队以全

新的视角挖掘那些平凡而美丽的感人故事。

四国导演
拍摄《爱·郑州》微电影

生物农药落户确山

4月30日，在确山县产业集聚区内，盛德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员工正在包装车间分装

生物农药。该公司生产的生物农药被省农业

厅及省科学院确定为“千村万亩高产示范田”

重点推广产品。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郑仰黛 摄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长河）

5月6日，一年一度的赵庄魔术大会在闻名全

国的魔术专业村宝丰县赵庄镇周营村如期举

行。当日，该县的300多名农民魔术师和来

自全省各地参加省第四届杂技“百戏奖”魔术

专业奖决赛的魔术师，在魔术大会上汇聚一

堂，各显神通，吸引近万名群众前来观看。

上午10时许，各棚同时展开表演，农民

魔术师们各显神通，亮技献艺。有的表演传

统的古彩戏法手彩活，有的使用声光电技术

表演现代魔术，演出的节目有“割头换项”、

“丝绸现彩”、“香烟出没”、“口吐旗杆”、“绳

技”、“牌技”，还有木偶、舞蹈、气功、杂技，等

等，一群群观众把各棚各台围得水泄不通。

还有不少观众到这摊看看，去那台瞧瞧，看

得眼花缭乱，观得赏心悦目。

“伸手一把抓，要啥就来啥。”53岁的农民

魔术师袁松建在舞台上给观众表演了精彩的

“空中抓香烟”、“口吐旗杆”等节目，赢得观众

一片掌声。他告诉记者，他的两个孩子和两

个儿媳分别带领两个魔术团，现都在福建演

出，由于路程太远，魔术大会回不来献技。他

在家一边照看两个上幼儿园的孙子，一边在

附近村庄为办喜事的群众演出。今天是好日

子，有几家办婚事请他去演出，但他放弃赚钱

的机会，专程到魔术大会献技表演。

赵庄镇文化站站长黄振华说，赵庄魔术

大会起源于明代万历25年，过去每年农历

四月初八，民间魔术艺人自发到会上表演节

目，献技祭祀，亮艺会友。自上世纪80年代

以来，县、镇政府为抢救传承发展魔术这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坚持政府扶持、艺人自愿

的原则，年年组织民间艺人举办魔术大会。

“魔头聚首”亮艺会友

□本报记者中原三农网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季春玲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

员王珺 张勇）4月29日晚，正

阳县吕河乡河湾村党支部召集

全村30多名党员干部，在村便

民服务大厅集中收看远程教育

片《周恩来的四个昼夜》。“通过

远程教育，我们农村党员干部

能收看到很多有教育意义的影

片，学习效果非常好！”老党员

孔德学在观后座谈会上说。

自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开展以来，正阳县充分

发挥远程教育工作的特点和

优势，结合转变作风、服务群众

工作，加强教育引导，使远程教

育成为全县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思想宣传的有效平台。

正阳县远程办紧扣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主题

展播活动，以重点播放红色影

片、学革命历史、听专题讲座等

为主要内容，帮助广大党员干

部深入学习、领会群众路线的

内涵实质，增强宗旨意识。

正阳县

远程教育为群众路线活动添活力

5月2日，禹州市神垕镇钧源堂钧瓷大师裴振乾（左一）在向游人介绍钧瓷精品。眼下，央视一套正在热播电视剧《大河儿女》，剧中

的风铃寨的原型就是神垕镇，该镇现有钧瓷生产企业180余家。随着该电视剧的热播，禹州的钧瓷再次名声鹊起，前往禹州市神垕镇

观赏、购买钧瓷的游客络绎不绝。 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大河儿女》带动神垕镇钧瓷热销

本报讯 日前，灵宝市科

协主席李勤峰在和帮扶村五

亩乡枣洼村的群众探讨如何

把科普下乡做得更实更好时，

深有感触地说：“只有深入群

众，才知道自己工作做得到位

不到位，只有真正了解群众的

需求，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具

体，更扎实，把实事办到群众

的心坎上。”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中，灵宝市坚持人往一

线走，听真话，找问题，搞服

务。该市12名市委常委每人

联系1个执法监管部门或窗口

服务单位、服务1个乡镇、指导

1个村，进村入户访民情、解民

怨、解民忧、解民困，指导推进

联系点工作。并向全市428个

行政村选派536名驻村指导

员，进村入户，深入走访，问群

众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最不

满意的事情是什么、最需要解

决的问题是什么，察民情、解

民意，广泛征求意见。截至目

前，共征求到意见建议10782

条，其中“四风”方面3554条。

该市科级党员干部每人联系

10户困难群众，积极建立民生

台账。台账以村为单位在本

村范围内进行公示，接受群众

监督。并实行销号管理，按照

“办结一起，销号一起”，每办

结一项具体事项，经村党支部

审核，农户认可，方可销号。

（李卫超）

灵宝市

听民意问民需 解民忧谋发展

5月5日，林州市河顺镇河湾村党支部书记张宝翎（右一）在

向林州市委宣传部部长谢东介绍村里创办的《新河湾》报。《新河

湾》报两年前创办，每半个月出版一期，版面内容涉及村里工作、

百姓生活、群众建议、村务公开等,不仅融洽了干群关系，还大大

调动了群众干事创业的工作热情。 本报记者 杨远高 摄

林州市河湾村：村办小报暖民心

建设和谐新农村

宝丰县周营村举办魔术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