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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日报是海南地区综合影响力较大的权威媒体平台之一，
常年有大量新媒体产品设计制作、微电影摄制、视频摄制、活动执
行、搭建施工、印刷制作等业务，需要长期合作供应商。欢迎符合
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参加投标。

一、招标项目名称、期限和数量：
（一）项目名称：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2022年度经营活动

采购供应商数据库公开招标；
（二）入库家数：不限（符合资格均可入库）。
二、招标范围：
（一）微电影摄制：含微电影文案、脚本（剧本）、演员、拍摄、后

期包装制作等；
（二）视频摄制：短视频拍摄剪辑包装制作（自有/网络素材剪

辑、实拍素材）、MG手绘动画视频制作等；
（三）文图、图片、视频直播：为活动提供实时文图直播、图片

直播、移动高清视频直播；
（四）海报设计、长条漫、H5微场景制作：基于主视觉的海报、

长条漫、H5微场景设计制作，具有原创性，满足各项目需求、风
格，可包含手绘元素；

（五）活动现场策划及执行：会议、活动、演艺、服装等策划筹
备、布展及搭建、会务服务、材料准备；

（六）展台、展馆设计施工：展台、展馆设计、场地搭建、造型雕
刻、展馆装饰等；

（七）资料印刷类：各类折页、海报、手册、画报（册）、图文资料
制作印刷；

（八）其他类：能提供翻译、配音、导演、编剧、主持等服务的个
人或团队也可参与此招标项目。

三、申请供应商的报名条件：
（一）法人：
1.须是在中国境内依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经营范围

许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固定的、独立的办公场所，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物

料、设备与专业技术能力；
3.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依法缴纳税收与社保资金的良好记录；
4.具有国家规定的相应类别的营业执照、资质证书或其他资

格证明文件；
5.近两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或被列入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6.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无不良经营记录、无重大

异常情况；

7.没有因违法行为或不良行为被限制投标。
（二）个人或团队：具备提供相关服务的经验，能提供代表作

品或曾获奖项。
四、供应商的确定
（一）本项目招标为供应商资格入围招标，入围资格的供应商

取得本项目采购的供应权，招标人采购的数量为不确定数量，结
算以实际的数量进行。

（二）海南日报将组织相关专业人员成立考评小组对供应商
进行评定。

（三）每年度对供应商进行考核和评价，若发现服务质量不符
合我方要求的，我方有权更换供应商。

五、提交资料及审核时间、地点
（一）时间：即日起至2022年4月12日上午12：00前（工作日

上班时间）。
（二）地点：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金盘路30号。
（三）提交资料：
法人：
1.有效的三证合一营业执照复印件，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2.相关资质证书（特许经营许可证书、各类资质证书、厂家授

权经销代理证书等）复印件各一份；
3.办公场所证明（租赁房：租房协议复印件；自有房产：房屋

产权证复印件）；
4.公司简介、主要产品目录及单价明细。（公司简介包括经营

范围、公司规模、组织结构、员工人数、业务类型、近两年优秀服务
案例、业务专员及联系方式等）；

5.近一年内连续三个月的社保缴费、税收缴纳证明；
6.供应商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个人或团队：
身份证复印件（团队提供主创人员身份证复印件）、基础报

价、代表作品、曾获奖项、联系方式等。
（四）资料提交：装订成册，一式两份，独立信封密封封装，并

提供电子文档一封；电子文档请于2022年4月12日上午12:00
前发送至电子邮箱：240642934@qq.com。

（五）联系人：林女士 办公电话：0898-66810550
手机：16608913311

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3月11日

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2022年度
经营活动采购供应商数据库公开招标公告

一、全国五一劳动奖状推荐名单（2个）
海南海灵化学制药有限公司（非公企业）
国家税务总局三亚市天涯区税务局
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推荐名单（9名）
曹献平（女，蒙古族）海口市龙华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高级教师
李应禄 儋州牧春绿色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副场长（农民工）（非公企业）
黄海文（女）正大（海南）兴隆咖啡产业开发有限公司生产部副经理、助理工程师（非公企业）
纪宽宏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副教授
顾 硕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主任医师
李玉标 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五指山至保亭至海棠湾高速公路工程SHTJ3标项目经理、高级工程师
刘书杰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总工程师（钻完井）、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王大法 海南海马汽车有限公司KD项目经理、工程师（非公企业）
尤小嵘（女）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三、全国工人先锋号推荐名单（8个）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深海勇士”号团队
海南中正水产科技有限公司水生动物检测中心品控部质控班（非公企业）
海南海丰渔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深海部（非公企业）
海南达川食品有限公司生产部（非公企业）
中共海南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改革和制度创新处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海棠湾”轮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琼海供电局变电管理所
海南农垦龙江农场有限公司白沙龙江红心橙专业合作社

海南省2022年全国五一劳动奖
和全国工人先锋号推荐名单公示

海南省2022年全国五一劳动奖和全国工人先锋号推荐名单现予以公示，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公示时间：2022年 3月 14日～3月 18日。投诉电话：66553626，65348602，66553629（传真），电子邮箱：

hnszjjb@163.com。受理单位：海南省总工会。通信地址：海口市滨江路72号劳模大厦626室海南省总工会经
济技术部。邮政编码：570203。

海南省总工会
2022年3月14日

海南省2022年全国五一劳动奖和全国工人先锋号推荐名单

新华社长春3月13日电（记者
段续 姚湜）3月12日0-24时，吉林
省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无
症状感染者超过2000例；本轮疫情
以来，全省累计报告本土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已超过2000例。吉林市、长
春市等地已实行“非必要不出门”措
施，加快进行全员核酸检测，尽快摸
清疫情底数。

在长春街头，道路上车辆稀少，
一些核酸检测点前排起长龙。目前，
长春市正开展第3轮核酸检测。根
据前几日的经验，长春市通过社交网
站、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等方式，多渠
道发布核酸检测扫码方式，倡导居民

提前注册，提高检测效率，减少排队
时间。吉林市已经完成了7轮全员
核酸检测，珲春市也已经完成7轮全
员核酸检测。

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展馆内建
设的方舱医院已经具备交付条件，能
提供1000余张床位，将作为新冠肺
炎轻症和无症状感染者治疗区域。
长春市内多家医院也已增加3000余
张床位。在长春农博园，新的方舱医
院正在紧张建设中，预计短期内将投
入使用。在吉林市，目前已有3所方
舱医院投入使用，共有床位1200余
张，正加紧建设第4所方舱医院，拟
设床位2000张。

市场供应方面，记者在长春市
多个菜市场、商超看到，生活物资
供应较稳定，大白菜、土豆以及各
类绿叶菜、肉类也较充足。目前，
长春市周边两大批发市场库存量
超 1 万吨，还在增加蔬菜购进量。
吉林市主要生活必需品供应渠道
也较畅通，3月12日吉林市米、面、
油库存量8750余吨，蔬菜进场量及
储备量总体为2560余吨，每天持续
进货。

据悉，下一步，吉林省将继续加
速扩大核酸筛查范围，精准划定风
险区、封控区，加大人员转运、隔离
力度。

新华社上海 3月 13 日电 （记
者王辰阳）记者从上海市交通部
门获悉，为配合疫情防控工作，上
海全部客运站自3月 14日起将暂
停营运。

据统计，截至目前，上海已有9
家道路客运场站暂停营运，包括长途

客运总站、虹桥长途汽车站等主要站
点，共停班道路客运班线701条，班
次1011班，主要方向为江苏、浙江、
安徽、山东、江西等地。

上海市道运中心要求，停运的客
运站做好公示，对已购票旅客全额退
款并做好解释工作。

全部客运站
今日起暂停营运

据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记
者李放）记者从13日举行的北京市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
闻发布会上了解到，3月12日16时
至13日15时，北京市新增本土新冠
肺炎病毒感染者8例，含确诊病例6
例、无症状感染者2例；其中，朝阳区

4例、海淀区4例。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

任杨鹏介绍，3月7日以来，北京市累
计报告30例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
者，涉及5个区，出现了6条京外输入
传播链条，呈现点多面广特点。

杨鹏提示广大市民朋友，目前正

处于疫情防控关键时期，近期非必要
不出京，不去中高风险地区旅行或出
差，进返京人员在持48小时内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的基
础上，需在抵京后72小时内再进行一
次核酸检测。进返京后7日内不聚
餐、不聚会，不前往人群密集场所。

新增本土感染者8例

据新华社深圳3月13日电（记
者赵瑞希）深圳市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指挥部13日发布关于
做好全市三轮全员核酸检测的通
告，采取停止一切非必要流动、活动
等五条措施。除保障城市运行及供
港物资货运的交通外，全市公交、地
铁停运。全市社区小区、城中村、产
业园区实行封闭式管理。

根据疫情防控形势，为有效管
控疫情传播扩散风险，深圳市疫情
防控指挥部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
展三轮全员核酸检测。

机关事业单位居家办公。全市
各级机关、事业单位除承担防疫任
务的工作人员外，均居家办公或就
地转为社区志愿者，向居住地所在
社区报到，全面参与社区防疫工作
和社区服务。

非城市保障型企业停止运营或
居家办公。除保障市民生活和城市基
本运行的水、电、燃油、燃气、通讯、环
卫、粮油肉菜供应等公共服务类企业
与保障香港供应企业之外，所有企业
一律居家办公，暂停生产经营活动。
除保障市民基本需要的生活超市

（含农贸市场）、药店、医疗机构、餐饮
类企业（只提供快递外卖服务）之外，
其他营业场所、门店一律停业。

停止一切非必要流动、活动。
除保障城市运行及供港物资货运的
交通外，全市公交、地铁停运。全市
社区小区、城中村、产业园区实行封
闭式管理。全市人员非必要不离
深，确有特殊需要，一律凭24小时
核酸阴性证明离深。

上述措施自3月14日至20日
期间实行，后续将根据疫情防控

形势动态调整。

公交地铁停运、社区小区等
今日起封闭式管理

吉林省疫情形势严峻复杂
多地加快进行全员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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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上海市松江区医护人
员进行核酸采样扫码登记。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 摄

刚果（金）一火车脱轨
至少60人死亡

新华社布拉柴维尔3月12日电（记者史彧）
金沙萨消息：刚果（金）地方官员12日证实，该国
东南部卢阿拉巴省10日晚发生一起货运列车脱
轨事故，造成至少60人死亡。

据当地媒体报道，这列货运列车10日晚在行
驶至卢阿拉巴省卢布迪地区时失控，7节车厢脱
轨坠沟。尽管刚果（金）禁止货运列车搭载乘客，
但事发时该货运列车上有大量人员。

卢布迪地区行政长官穆坦达说，事故已造成
至少60人死亡、多人受伤。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死亡人数可能上升。

由于铁道和机车老化，乘客和货物超载等问
题，火车脱轨事故在刚果（金）时有发生。

俄称不排除
俄乌总统会面可能性
乌克兰说一军事学院遭袭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
者报道：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俄军13日清晨向乌
西部利沃夫州一陆军学院发射多枚导弹，当地官
员称空袭造成35人死亡、134人受伤。俄总统新
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说，没有人排除俄总统普京
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可能性。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当地时间
13日清晨，俄军向乌西部利沃夫州一陆军学院的国
际维和与安全中心发射多枚巡航导弹。该军事学院
位于利沃夫州靠近波兰边境的亚沃罗夫市，是乌陆
军重要军事训练基地。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援引当地
政府的消息报道说，截至当天中午，空袭导致的大火
已基本被扑灭，乌防爆专家正在清理现场。当地官
员称，空袭造成35人死亡、134人受伤。

——据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俄总统
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说，没有人排除普京与泽
连斯基会面的可能性，但此前需要弄清楚双方应
在会面时讨论什么议题，以及会面可以带来什么
结果。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总统办公
室顾问波多利亚克13日表示，乌方正在寻找合适
的地点以讨论安全保障协议。乌方正制定一揽子
协议，在协议制定完毕且双方事先达成共识的情
况下，乌俄总统可以会面并缔结最终的和平协议。

——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人权事务专员杰
尼索娃13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乌方13日
继续在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基辅州等
地区开通14条人道主义通道，疏散乌克兰居民。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阿雷斯托维奇
13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乌南部赫尔松州的
俄军12日晚遭到重创，目前马里乌波尔、切尔尼
戈夫、哈尔科夫、基辅州等地区仍然在乌军控制之
下。他说，在乌北部和哈尔科夫，俄军遭到阻击后
放缓了攻势，正在集结兵力。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13日
表示，俄武装部队正在展开攻势，过去一昼夜内前
进14公里。自俄方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
已摧毁乌方3687处军事基础设施目标，击毁99
架飞机、128架无人机、1194辆坦克和其他装甲
车、121台多管火箭炮、443门野战火炮和迫击
炮、991辆军用特种车辆。

——据美国白宫12日发布的一份备忘录，总
统拜登依照美国《对外援助法》规定，委托国务卿
布林肯授权国防部向乌克兰提供总价值达2亿美
元的军事援助。这批援助包括国防设备等，部分
资金将用于乌军事教育和训练。据统计，自去年
以来，美国向乌方提供的军事援助总价值已超过
10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