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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锡经告字[2020]6号

经无锡市人民政府批准，无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4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或有特
殊情况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被无锡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禁止进入无锡土地交
易市场竞买土地的单位（个人），不具备竞
买资格。申请人可独立申请，也可联合申
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采取在互联网上交易的方式，即通过无
锡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
进行。锡国土（经）2020-37地块土地估
价报告备案号为3202920BA0751。锡
国土（经）2020-38地块土地估价报告备
案号为3202920BA0877。锡国土（经）

2020-39地块土地估价报告备案号为32
04220BA0354。锡国土（经）2020-40
地块土地估价报告备案号为3204620
BA0043。

四、挂牌出让活动有关时间:
（一）网上公告及下载挂牌出让文件

时间：2020年06月29日至2020年07月
18日17时00分止；

（二）网上竞买申请及交纳竞买保证
金时间：2020年07月19日09时00分至
2020年07月28日17时00分止；

（三）网上挂牌报价时间：2020年07
月19日09时00分至2020年07月29日
09时30分止；

（四）网上限时竞价开始时间：2020
年07月29日09时30分。

五、特别提醒：挂牌期每个竞买人必
须至少有一次有效报价; 地块具体竞买
条件均详见无锡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地块资料（下称“挂牌出让文
件”）。

六、本次挂牌出让公告内容如有变
化，出让人将按规定在原公告发布渠道发
布补充公告，届时以补充公告内容为准。

七、无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本
《挂牌出让公告》有解释权。

八、联系方式 无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6月29日

编号

锡国土（经）
2020-37

锡国土（经）
2020-38

锡国土（经）
2020-39

锡国土（经）
2020-40

地块名称

XDG-2020-32
号地块

XDG-2020-47
号地块

XDG-2020-39
号地块

XDG-2020-36
号地块

土地位置

梁溪区规划道路与运
河西路交叉口西南侧

滨湖区湖山路与常青
路交叉口东北侧

新吴区旺庄路与城南
路交叉口东南侧

新吴区泰山路与坊育
南路交叉口东南侧

土地面积
（平方米）

34482.6

138206

114036.1

95360

土地用途

居住、商业用地（其中商业核定建筑面
积占总建筑面积的比例不小于6%，不
大于7%）

居住用地

居住用地

办公、商业用地（其中办公核定建筑面
积占总核定建筑面积的比例不小于
62%，且上浮不超过1000平方米）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0，且≤2.0

＞1，且≤1.5

＞1.0，且≤2.0

≤2.2

建筑密度

≤30%

≤35%

≤30%

≤40%

绿地率

≥30%

≥30%

≥35%

/

建筑限高

住宅≥11层且≤18层；其他建筑≤10M；满足机场
净空、雷达站净空要求

住宅建筑≥6层且≤11层，其中多层控制区≤6层；
其他建筑≤24M
住宅建筑≥6层且≤80米，其中建筑高度控制区(I
区)住宅建筑≤24米，建筑高度控制区(II区)住宅
建筑≤18层；其他建筑≤24米；满足机场净空、雷
达站净空要求

满足机场净空、雷达站净空要求

供地
条件

净地

净地

净地

净地

土地出让金
起始价（万元）

82680

157600

250880

3819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6536

31520

50176

7638

出让
年限

居 住 用
地70年、
办公、商
业 用 地
40年

无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锡山分局
惠山分局
滨湖分局
新吴分局
梁溪分局
经开分局
公告网址

无锡自然资源交易专栏
无锡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交易系统

联系地址
无锡市文华路199号

无锡市锡山区东亭南路2号
无锡市惠山区文惠路16号
无锡市滨湖区青莲路78号
无锡市新吴区龙山路9号

无锡市梁溪区通扬南路280号8楼
无锡市太湖新城金融一街10号楼2205室

http://zrzy.wuxi.gov.cn/
http://ggfw.wuxi.gov.cn/wx_land/index.do

http://jyxt.landwx.com:7000/index

联系电话
0510-85726069
0510-88210092
0510-83592059
0510-85139152
0510-85259202
0510-85731007
0510-80580253

联系人
钱雯婷
刘晓霞
虞琪超
华立飞
王雯雯
王荣其
任益宽

尊敬的广大锡城消费者：
因S341省道工程建设需要，无

锡市马山牛奶有限公司工厂需关
闭。经公司董事会决定，自2020年
7月31日起我公司将停止经营并将
办理清算注销手续。

为避免给广大消费者带来困
扰，我公司兹发此公告，告知广大消
费者，自2020年8月1日起，我公司
将停止向无锡市（含江阴、宜兴）251
个奶站及单位客户供应所有奶制
品。我公司不再委托锡城所有奶站

收取8月份及之后的标注为“马山牛
奶”的“美尔可”牌奶制品的奶款。
如消费者已经缴款的，请及时与奶
站联系处理相关奶款事宜。

无锡市马山牛奶有限公司是无
锡市知名乳品企业，前身是1980年
创办的马山湖山牧场。自创建以
来，我公司一直秉承质量第一、客户

至上的原则，所生产的标注为“马山
牛奶”的“美尔可”牌奶制品深受无
锡市民的信任和喜爱。截至今年，
我们已经陪伴了无锡市民走过了40

年的风风雨雨。从乡镇企业到有限
公司，从内资企业到中外合资，我公
司的40年成长见证了经济发展的
历程。此次公司决定清算注销，我

们亦十分不舍，然伴君千里，终有一
别，无锡市马山牛奶有限公司全体
员工立志站好最后一班岗，在最后
一个月继续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优质
奶制品，给长期以来默默支持我公司
的无锡市民们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明珠堤边游人嬉，马迹山下故
人辞。牧牛不见夏荷在，鱼花过处
有涟漪。无锡市马山牛奶有限公司
感谢您40年来的陪伴与支持！

无锡市马山牛奶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0日

无锡市马山牛奶有限公司停产公告

本报讯 7月1日起，无锡城市
隧道每日夜间0时至清晨6时封闭
的运行模式将成为历史。昨从市隧
道管理中心获悉，无锡市区隧道、立
交将试行全天24小时开放，每座隧
道每周仅于夜间封闭一次，以便开
展养护保洁作业。

“隧道24小时通车，给市民提
供更多便利的同时也给隧道养护
带来了压力，考验着城市精细化管
理水平。”市隧道管理中心负责人
告诉记者，多年来，隧道每日夜间
封闭的几个小时是对隧道进行保
洁、更换损坏灯具等养护作业的时
间，冬季还经常需要检查渗水堵

漏。针对调整后的运行时间，市隧
道管理中心制订了一套新的管养
方案，以确保各条隧道的养护、保
洁顺利进行。

据悉，7月1日起，市区隧道轮
流每周一天于0时-6时封闭管养。
长达4公里的太湖大道隧道是市区
最长的隧道，设施量多，因此双向隧
道分两天开展养护工作：周一夜间
封闭由西往东方向隧道，周二夜间
封闭由东往西方向隧道。周三、周
四、周五分别对青祁隧道、蠡湖隧道
及雪浪立交、金城隧道进行夜间封
闭养护。结构复杂、弯道较多的学
府立交也分两部分于周六、周日夜

间开展养护：周六夜间封闭东向南、
东向北方向；周日夜间封闭南向东、
北向东方向。

“夜间将封闭的隧道，白天早些
时候就会在隧道入口处的情报板上
滚动播出封闭预告，请市民留意。”
市隧道管理中心负责人介绍，新运
行模式启用后，隧道控制中心会加
强对各条隧道的远程监控力度，并
安排保安人员成立巡检班组，负责
隧道应急事件的先行处置，拦截和
劝阻违规进入隧道的行人和车辆。

除了更高的管理水平，市民的
文明出行习惯也是影响隧道全天候
通车能否顺利实施的重要因素。据

介绍，隧道保洁从每天一次改成每
周一次后，市隧道管理中心计划以
更高效的机扫取代人扫。“每天早高
峰期间，一些市民在太湖隧道行车
时顺便吃早点，包装袋往车窗外扔，
这些垃圾都要靠人工捡拾，机扫非
常不便。”工作人员呼吁市民更加配
合隧道管养工作。此外，市隧道管
理中心提醒驾驶人，夜间隧道行车
切记不要因车流量少而随意提高车
速，以免发生意外。据悉，近期多雨
地面湿滑，学府立交已发生过多起
车辆超速过弯道，下坡时失控撞墙
的事故。

（朱冬娅 图文报道）

本报讯 从今天起，无锡市范围
内正式实施非现场交通违法异地处
理“就近”便民措施。今后驾驶人除
了可以在违法行为发生地处理之外，
也可以选择在发生地以外的任意地
方公安交管部门处理。昨天，交警部
门提醒驾驶人，非现场处罚的机动
车，其行政处罚按照“发生地”的处罚
标准执行。

“以往发生非现场交通违法后，
驾驶人只能在交通违法发生地或车
辆登记地处理，往返奔波费时费力。”
交警交通指挥中心民警王锦程说，今
年5月1日，新修订的《道路交通违
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开始实施，其
中规定交通违法行为人可以跨省异
地处理非现场交通违法行为，打破原
来交通违法行为处理发生地、机动车
登记地的限制。比如，车辆的登记地
在上海，但驾驶人在北京被“电子警
察”抓拍，之后到无锡常住，驾驶人可
以在无锡交警交通违法行为窗口处
理，不必像以往必须回到上海进行处
理，大大方便了驾驶人及时处理，减
少往返奔波时间。

非现场交通违法就是交通技术
监控设备记录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
行为，也就是“电子警察”，像闯红灯、
超速、逆行等违法行为被“电子警察”
抓拍取证后均属于非现场交通违法
行为。交警现场开具的交通违法处
罚书，同时经车主本人签字确认，则
属于现场交通违法。今后，驾驶人对
非现场交通违法事实无异议，只要出
示机动车行驶证、本人的身份证明和
机动车驾驶证原件，就可以选择在交
通违法发生地以外的任意地公安交
管部门处理。不过，交警提醒，有三
种非现场交通违法不能进行异地处
理，一种是按照《行政处罚法》对当事
人依法可能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另
一种是当事人对交通违法有异议；还
有就是满分次数较多的，需经过严格
的调查方可作出处罚决定，因为调查
过程必须由发生地的公安交管部门
完成，为此不能进行异地处理。

如果当事人对非现场交通违法事
实有异议，可以通过公安交管部门官
网、“交管12123”或者任意地交通违
法处理窗口提出，公安交管部门受理
后将转递给发生地进行调查处理。如
果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向发
生地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或者人民法
院提出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杨柳）

驾驶人异地非现场交通违法

可“就近”处理市区所有隧道市区所有隧道、、立交立交
明天起明天起2424小时开放小时开放
每周一天于夜间每周一天于夜间00时至清晨时至清晨66时封闭管养时封闭管养

本报讯 昨天，随着盾构机缓缓推出洞门，地铁
4号线一期盛岸站-惠山古镇站区间右线顺利贯通，
标志着4号线一期最长标段盛河区间实现盾构贯
通。

“盛岸站和河埒口站之间的盾构区间全长约
7218米，是无锡地铁4号线一期最长的盾构区间，
也是施工工序复杂、难点较多的区间。”地铁集团建
设分公司负责人介绍，该标段因周边地质条件特殊，
形成了无锡地铁建设史上的几个之“最”，是无锡地
铁已建线路中唯一一个穿越硬岩地层的标段，是地
铁4号线一期唯一一个穿越地下溶洞的标段，还是
整条4号线中线路转弯半径最小的标段。

截至目前，地铁4号线一期已有32个单线区间
线路实现贯通。（孙倩茹、庄璐、徐成军 图文报道）

穿越硬岩地层、地下溶洞

地铁4号线一期
最长盾构区间“洞通”

本报讯 近日，梁溪区市场监管
局办结了一起房地产虚假广告案，该
广告声称“买一层享两层”，实际只是
商家的文字噱头。

前段时间，有市民向梁溪区市场
监管局反映，三阳广场地铁站的灯箱
上的一则广告可能包含有虚假不实
的内容。执法人员在现场看到，广告
中包含“首付19.8万起，买一层享两
层……建筑面积 38—54 平米全能
LOFT瞩目登临”等内容。按照普通
购房者的理解，广告中宣称的“买一层
享两层”应当是指“房屋交付条件即为

已造好的单层建筑面积为 38 平方
米－54平方米的两层楼房”。然而执
法人员调查取证后发现，所销售的房
屋实际为层高为4.6米的公寓，由于层
高较高，购房者可以通过房屋装饰进
行隔断，起到所谓的“享两层”的效果。

执法人员认为，该广告未对“买一
层享两层”进行真实而清晰地描述，属
于对商品有关允诺信息与实际情况不
符、对购买行为有实质性影响的行为，
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梁溪区市
场监管局对当事人作出了罚款6万元
的行政处罚。 （殷星欢）

买一层享两层?
一房地产商发虚假广告被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