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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名称：寨里镇农村无害化厕所改

造项目

2、建设地点及规模：淄川区寨里镇，分

布在40个行政村(居)。改厕总数量：8867

个，其中：三格式3889个；双瓮式或其他

模式4978个。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 . 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有

承担能力的公司或有承担能力的自然

人，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

应的施工能力。

3 . 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标段划分：本项目分四个标段

标段一：改厕总数量：2316个，其

中：三格式770个；双瓮式或其他模式

1546个；分布在12个村居(黑旺、西崖头、

葫芦台、土湾、西坡、甘泉、南峪、东井、

赵家岭、蓼坞、槲坡、西井)。

标段二：改厕总数量：2683个，其

中：三格式893个；双瓮式或其他模式

1790个。分布在15个村(孤山、土古堆、双

旭、西崖、苗峪口、朱水湾、野鸡岭、南

佛、北佛、南仙、北仙、夏禹河、土山峪、

南黄、北黄)。

标段三：改厕总数量：2118个，其

中：三格式1059个；双瓮式或其他模式

1059个。分布在7个村(邹家、山头、寨里、

大张、徐家、莪庄、袁家)。

标段四：改厕总数量：1750个，其

中：三格式1167个；双瓮式或其他模式

583个。分布在6个村(北沈、东周、西周、

小周、小董、解放)。

5、计划工期：2018年11月14日开工；2019

年5月30日竣工，施工总工期：198历天

6、投标报名

6 . 1报名时间：2018年10月19日至

2018年10月25日 (法定公休日、法定节

假日除外)，每日上午8时至11时30分，

下午13时30分至17时00分 (北京时间，

下同)。

6 . 2报名地点：淄川般阳路275号(建

设大厦522室)。

6 . 3联系人：宋立红。

6 . 4联系电话：15753327823。

6 . 5报名资料：请符合条件的投

标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持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证书或法人授

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或法人授权委

托人身份证到淄川般阳路275号(建设

大厦512室)。

7 .招标文件的获取

7 . 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8年

10月19日至2018年10月25日(法定公休

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8时至11

时30分，下午13时30分至17时00分(北京

时间，下同)，在淄川般阳路275号(建设

大厦512室)购买招标文件。

7 . 2招标文件每套售价300 . 00元，售

后不退。图纸押金1000 . 00元/套。

7 . 3邮购招标文件的，需另加手续

费(含邮费)50 . 00元。招标人在收到邮购

款(含手续费)后2日内寄送。

8 .投标文件的递交

8 . 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

标截止时间 )为2 0 1 8年1 1月8日9时0 0

分，地点为淄川般阳路275号 (建设大

厦515室)。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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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联系方式

招标人：淄博市淄川区寨里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王林

地址：淄川区寨里镇寨里村

邮编：255150

联系人：蒲万里

电话：18653363028

招标代理机构：淄博远景招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慧

地址：淄川般阳路275号(建设大厦512

室)

邮编：255100

联系人：宋立红

电话：15753327823

2018年10月19日

1、工程名称：寨里镇农村无害化厕所改

造项目监理

2、建设地点及规模：淄川区寨里镇，分

布在40个行政村(居)，分别是：黑旺、西

崖头、葫芦台、土湾、西坡、甘泉、南峪、

东井、赵家岭、蓼坞、槲坡、西井、孤山、

土古堆、双旭、西崖、苗峪口、朱水湾、野

鸡岭、南佛、北佛、南仙、北仙、夏禹河、

土山峪、南黄、北黄、邹家、山头、寨里、

大张、徐家、莪庄、袁家、北沈、东周、西

周、小周、小董、解放。改厕总数量：8867

个，其中：三格式3889个；双瓮式或其他

模式4978个。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 . 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房

屋建筑工程监理乙级及以上资质。并在

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监

理能力，其中，投标人拟派项目总监须

具备房屋建筑工程专业国家注册监理

工程师资格同时具备《山东省工程监理

人员业务水平认定证书(高级)》或法定

代表人书面任命文件。

3 . 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标段划分：本项目为一个标段。

5、计划工期：2018年11月14日开工；2019

年5月30日竣工，施工总工期：198历天

6、投标报名

6 . 1报名时间：2018年10月19日至

2018年10月25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

日除外)，每日上午8时至11时30分，下午

13时30分至17时00分(北京时间，下同)。

6 . 2报名地点：淄川般阳路275号(建

设大厦522室)。

6 . 3联系人：宋立红。

6 . 4联系电话：15753327823。

6 . 5报名资料：请符合条件的投标

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持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资质等级证书、法定代表人证书

或法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或法人

授权委托人身份证、项目总监证(或项

目总监证明)及注册监理工程师证(上述

资料的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到淄川

般阳路275号(建设大厦512室)。

7 .招标文件的获取

7 . 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8年

10月19日至2018年10月25日(法定公休

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8时至11

时30分，下午13时30分至17时00分(北京

时间，下同)，在淄川般阳路275号(建设

大厦512室)购买招标文件。

7 . 2招标文件每套售价300 . 00元，售

后不退。图纸押金1000 . 00元/套。

7 . 3邮购招标文件的，需另加手续

费(含邮费)50 . 00元。招标人在收到邮购

款(含手续费)后2日内寄送。

8 .投标文件的递交

8 .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

止时间)为2018年11月8日9时00分，地点为

淄川般阳路275号(建设大厦515室)。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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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联系方式

招标人：淄博市淄川区寨里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王林

地址：淄川区寨里镇寨里村

邮编：255150

联系人：蒲万里

电话：18653363028

招标代理机构：淄博远景招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慧

地址：淄川般阳路275号(建设大厦512室)

邮编：255100

联系人：宋立红

电话：15753327823

2018年10月19日

招招 标标 公公 告告
寨里镇农村无害化厕所改造项目监理招标公告

招招 标标 公公 告告

据业内人士透露，本月下
旬，中国南北极考察队将与合
作了8年的空调品牌奥克斯再
续前缘。不出意外，奥克斯将继
续陪伴科考船“雪龙号”及考察
队员们征战南极。

支持极地科考

为爱护航

自2011年起，奥克斯就成
为中国南北极考察队的空调合
作品牌，其品质受到了科考队
员们的一致认可；2014年，奥克
斯与中国南北极考察队续约四
年，合同续订至2018年。

8年间跟随中国南北极考
察队“南征北战”，奥克斯长期
稳定地为队员们提供温暖的工
作环境和舒适的温度服务，已

然成为中国极地科考事业不可
或缺的成员。

极地品质

深得信赖

奥克斯空调独有的极地品
质，是其获得中国南北极考察
队认可的根本原因。无论是高
温炙烤的赤道，还是高寒刺骨
的极地，奥克斯空调快速制热
制冷的能力，都为队员们提供
了有效温度保障。

在奥克斯陪伴中国南北极
考察队的这八年中，故障率为
零，这无疑为船员们提供了稳
定可靠的后勤支持。不仅如此，
奥克斯空调具备的ECO智能节
能模式和自动水洗健康功能，
也使其成为了深得信赖的极地

作业空调品牌。

弯道加速

底气十足

除了战胜极寒的南北极，奥
克斯还征服了炙热的火焰山。9
月27日，在中国最热的火焰山
下，奥克斯空调顺利完成了“制
冷、室内降温速度”等测试，创造
了“玫瑰花开火焰山”的奇观。

从南北极到火焰山，“奥克
斯品质”让人眼前一亮，也获得
了国内外权威机构的肯定。今
年5月，奥克斯成为国内首家实
现“浙江制造”品字标和“GS国
际认证”一次完成的家电品牌；
今年8月，奥克斯成为五度蝉联
行业“品质标杆”的家电品牌。

好品质，有底气。今年9月，

奥克斯推出“使用60天无理由
退货”活动，一举打破传统空调
售后服务模式，充分给予消费
者自主权，成为国家“品质革
命”的有效注脚。

无疑，过硬的产品品质和
长达8年的陪伴，奥克斯空调将
是中国南北极考察队的最佳选
择。由奥克斯空调掀起的“品质
革命”也将成为消费者的福音！

奥奥克克斯斯与与中中国国南南北北极极考考察察队队三三度度合合作作，，征征战战南南极极

(图为奥克斯与中国南北极考察队乘雪龙号征战南极)

10月17日，东旭智能影音
沂源分公司开业，此举标着该
公司在淄博乃至全省的布局
逐渐开启。东旭智能影音是
一家集智能家居、私家影院、
客厅影院、中央背景音乐、
KTV房、客厅激光超投电视、
金属银幕、智能影院沙发、智
能安防产品为广大用户创造
专业化、智能化、人性化全新
的智能一体化住宅。

东旭智能影音位于张店人
民西路108号，自2004年正式成
立以来本着敬业守信的宗旨，
从初期设计到施工安装调试，
始终以优质的产品、一流的服
务对您真诚永久的承诺。逐渐
成为当地行业的标榜，凭借公
司团队及技术实力，为广大客
户提供了与世界水平同步的影
音智能服务，将一流的设备与
技术推广到了千家万户，提升
了千万家庭的生活品质。

东旭智能影音沂源分公

司盛大开业，将为以沂源为
中心周边各地用户提供更优
质的产品与服务。同时，区县

分公司近距离服务城乡的多
元化模式正在积极展开，更
多、更好、更快速的扩大服务

范围。开业之际，超多优惠活
动，欢迎新老用户进店参观
指导，总店同步活动支持。

东旭智能部分品牌介绍：

丹拿音响(Dynaudio)

一个享誉盛名、来自丹
麦的顶级扬声器品牌。凭借
其创造原音重现与独一无二
的聆听感受而闻名于世，致
力于提升对生活及音乐充满
极致追求的人们的品味与激
情。

LEAX智能家居

致力于研发一系列智能
家居控制产品，旨在为全球
的顶级住宅提供最卓越的集
成技术。其轻奢的产品设计、
艺术的外观、大气的操作界
面，均让产品充满了优雅的
贵族气质。

泊声品牌

泊声2003年在国内率先
提出中央背景音乐系统概念
的品牌，是国内第一家从事
研发、生产的背景音乐系统
的公司，应用美国专业音频
工程设计及DSP数字信号处
理技术，开创多项智能化应
用新技术，拥有该领域内多
项核心专利，是高端智能背
景音乐系统创始品牌。

美国MILLER&KREISEL音箱

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音箱
品牌公司之一。全球知名的扬
声器系统制造商，设计理念为
业界提供了很多新标准。

Acoustic Research (AR)

AR品牌已历经逾60年，
不断在影音娱乐产业精益求
精，为消费者创造更完美的
视听体验。

专业设备铸就卓越品质 一流技术带来全新体验

东东旭旭智智能能影影音音提提供供一一体体化化智智能能家家庭庭影影音音服服务务

东旭智能影音沂源分公司隆重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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