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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梁溪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受
无锡宸达置业有限公司委托，就其组织建
设的无锡市“兴宸嘉苑”项目前期物业管
理进行公开招标。

一、招标项目名称：无锡市“兴宸嘉
苑”

二、招标编号：QQWYGL2020029
三、项目基本情况：无锡市兴宸嘉苑

（QQWYGL2020029）位于梁溪区广益路
与通江大道交叉口西南侧，其物业管理区
域范围为东至：通江大道；南至：无锡通江
实验小学（新址）；西至：惠勤路；北至：广
益路。工程总用地面积约26172.9㎡，为
居住用地。总建筑面积约112811㎡，其
中：总住宅建筑面积约85724㎡，商业用
房建筑面积约3968㎡，地下室建筑面积
约20288㎡；其他配套用房建筑面积约

1864㎡，保温层建筑面积约967㎡，容积
率为3.498。

四、招标单位：无锡宸达置业有限公
司

联系人：宋玥 联系地址：无锡市
梁溪区兴源北路818号A幢202-218

联系电话：13961896882
传真：0510-88990808
五、承办单位：无锡市梁溪区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
联系人：吴小姐 联系地址：无锡市

通扬南路280号707室
联系电话：0510-85727387
六、投标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

人；
2、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物业管理

（服务）内容；
3、外地企业参加投标前应当到无锡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理备案手续；
4、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七、报名日期：2020年9月17日至9

月21日（工作日：9:00～17:00）
八、报名地点：无锡市梁溪区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物业管理科
九、报名时须携带以下材料：
1、投标申请书（文本样式请至无锡市

物业管理中心网站http://js.wuxi.gov.
cn/ztzl/wyglzx/index.shtml 资料下载
栏目中下载）；

2、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3、投标申请人营业执照正本及副本

复印件，如外地企业须提供《无锡市外来
物业管理企业资质备案申报表》复印件；

4、提交企业概况、经营管理业绩（包
括在管项目合同复印件，近三年获得示范
项目称号表彰文件复印件等）及企业财务
状况（企业上一年度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表
复印件）的资料；

5、拟派出的项目负责人的简历，近三
个月社保缴纳证明，相关证书等复印件。

注：只接受现场报名，以上提供的复
印件均须加盖投标申请人公章。保证提
供的所有材料真实、有效，并自行承担由
此引起的一切责任。

十、资格预审及入围：本项目按照投
标条件实行资格预审。当通过资格预审
的报名企业超过5家时，由招标单位通过
综合评分的方式以综合得分从高到低选
择不少于5家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申请
人参加竞标，并向入围单位发出书面的

《投标通知函》告知领取招标文件的方式。
综合评分标准（共30分）如下：
1、投标申请人提供全委托物业服务

项目总建筑面积达到10万㎡的1分，达
30万㎡的2分，达50万㎡的3分，达100
万㎡的4分，达300万㎡的5分，不累计加
分。

2、投标申请人在本市行政区域范围
内提供全委托物业服务项目总建筑面积
达到20万㎡的1分，达50万㎡的2分，达
80万㎡的3分，达100万㎡的4分，达150
万㎡的5分，不累计加分。

3、投标申请人上一年度盈利状况。
亏损的0分，盈利的根据盈利金额高低进
行评分，盈利金额最高的5分；其他投标
申请人得分（Xn）为其盈利金额（Pn）除以
最高盈利金额（Pmax）后乘以 5 分，即

Xn=Pn/Pmax×5，保留2位小数。
4、投标申请人服务的项目近三年内

获得优秀示范项目称号的，国家级一个加
2分，省级一个加1分，市级一个加0.5分，
单个项目以最高荣誉记分，最多不超过5
分。

5、拟派任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有投
标申请人近三个月为其缴纳社保的证明
并具有三年以上管理类似项目管理经验
（提供项目经验证明材料）的3分，获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业管理师资格证书》
或《全国物业管理项目经理岗位技能证
书》的2分。

6、投标申请人具有在管12万㎡以上
住宅项目合同的一个1分，最多5分。

特此公告。

无锡市“兴宸嘉苑”前期物业管理公开招投标公告（QQWYGL202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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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业大厦：无锡市太湖新城金融二街1号（海岸城旁）

服务电话：81853027、13961806872 QQ : 1556902204
城中服务地址：无锡市学前东路1号
服务电话：80500110、13812290098 QQ : 495430296

收款单位：无锡报业发展有限公司日报传媒分公司

收款账号：29010188000154522
开户银行：江苏银行无锡分行营业部

招租公告
出租标的物：无锡秀水

坊商铺；区位：经开区清舒道
与吴都路交叉口东南侧；类
型：街区型商业；规模：总建
筑面积57166.7㎡，分为地上
四层和地下一层（停车场）；
报名资格：有从业经验；报名
方式：携带品牌资料，现场报
名；报名地点：清舒道99号；

招商业态：科技零售、环球餐
饮、潮流文创、亲子体验、休
闲娱乐等；联系方式：0510-
88990099。

注销公告
无锡市幸福益行老战士

艺术团经理事会决议，拟向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同
日成立财务清算组。请本单

位债权人于本次公告发布之
日起45日内向本单位财务清
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地址：解放东路811号三楼
联系人：严峻松 电话：1395
1519787 单位名称：无锡
市幸福益行老战士艺术团
日期：2020年9月15日

遗失启事
·靳家伟遗失中国人寿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中
心支公司商业险保单号：805
112020320297001169
·无锡凯旋汽车租赁有限公
司遗失苏BY1V86（黄）汽车
道路运输证苏交运管锡字32
02923003523号，声明作废
·遗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无锡市分公司开
具的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2
份（发票联和抵扣联）发票代

码为3200192130号码为2
4547354和24547355，特
此声明
·华燕遗失清名一村56号10
1-1房屋租赁契约作废
·无锡市自然厨房设备有限
公司遗失江苏增值税专用发
票1份，发票代码为320019
4130发票号码为2020308
7，声明作废
·高子才遗失江苏省行政事

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1
份（单位往来款）编号00360
536金额3000元，声明作废
·中国人寿遗失营销员执业
证，陆丽平0200003202008
0002015040414，声明作废
·周琳俐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H320784399，声明作废
·朱殷漪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F320057040，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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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5日宣布：国家主席习近
平将应邀以视频方式出席联合国成立75周年系列高级别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联合国成立75周年

习近平应邀出席
系列高级别会议

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
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开宗明义指
出：“在过去8个多月时间里，我们
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
一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经受了
一场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付出巨
大努力，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
争重大战略成果，创造了人类同疾
病斗争史上又一个英勇壮举。”

回望大战、回顾大考，我们对一
个政党的领导力、一种制度的优越

性有了更深切的认知，对举什么旗、
走什么路有了更坚定的自觉。此一
役，红旗漫卷；此一役，淬火成钢。
跨过重重关口的古老民族，在千磨
万击中愈加坚劲，在风雨兼程中行
稳致远。
（据新华社北京
9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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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播发“宣言”署名文章《大战大考炼真金》

此一役，红旗漫卷
此一役，淬火成钢

据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国
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坚决制止
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强化监
督管理，落实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坚决制止各类耕地“非农化”行为，
坚决守住耕地红线。

《通知》指出，耕地是粮食生产的
重要基础。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耕地保护，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严格
耕地保护的政策措施，但一些地方仍
然存在违规占用耕地开展非农建设的
行为。《通知》明确提出六种严禁的耕
地“非农化”行为：

一是严禁违规占用耕地绿化造
林。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种植苗
木、草皮等用于绿化装饰以及其他破
坏耕作层的植物。违规占用耕地及永
久基本农田造林的，不予核实造林面
积，不享受财政资金补助政策。

二是严禁超标准建设绿色通道。
要严格控制铁路、公路两侧用地范围
以外绿化带用地审批，道路沿线是耕
地的，两侧用地范围以外绿化带宽度
不得超过5米，其中县乡道路不得超
过3米。不得违规在河渠两侧、水库
周边占用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超标准
建设绿色通道。禁止以城乡绿化建设
等名义违法违规占用耕地。

三是严禁违规占用耕地挖湖造

景。禁止以河流、湿地、湖泊治理为
名，擅自占用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挖
田造湖、挖湖造景。不准在城市建设
中违规占用耕地建设人造湿地公园、
人造水利景观。

四是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扩大
自然保护地。新建的自然保护地应当
边界清楚，不准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自然保护地以外的永久基本农田和集
中连片耕地，不得划入生态保护红线。

五是严禁违规占用耕地从事非农
建设。不得违反规划搞非农建设、乱
占耕地建房等。巩固“大棚房”问题清
理整治成果，强化农业设施用地监
管。加强耕地利用情况监测，对乱占
耕地从事非农建设及时预警，构建早
发现、早制止、严查处的常态化监管机
制。

六是严禁违法违规批地用地。各
地区不得通过擅自调整县乡国土空间
规划规避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审批。对
各类未经批准或不符合规定的建设项
目、临时用地等占用耕地及永久基本
农田的，依法依规严肃处理，责令限期
恢复原种植条件。

《通知》要求，要全面开展耕地保
护检查，将违规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开
展绿化造林、挖湖造景、非农建设等耕
地“非农化”行为纳入省级政府耕地保
护责任目标考核内容。

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

﹃
一
箭
九
星
﹄
，长
十
一
实
现
我
国
首
次
海
上
商
业
化
应
用
发
射

中
国
海
上
发
射
能
力
稳
定
高
效

明
年
开
赴
低
纬
度
地
区
实
施
低
倾
角
海
上
发
射

据新华社青岛9月 15日电 9月
15日，我国在黄海海域用长征十一号海
射运载火箭，采取“一箭九星”方式将“吉
林一号”高分03－1组卫星送入预定轨
道，发射获得圆满成功（如图）。

记者从长十一火箭研制单位——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一院了解到，
此次任务是长十一火箭连续10次高精
度入轨、零窗口准时发射，是长十一火箭
执行的第二次海上发射任务，也是第一
次海上商业化应用发射。

“此次发射任务进一步优化了海上
发射技术流程，提升了海上发射技术的
安全性和可靠性，为未来实现海上发射
常态化、高频次奠定了基础。”长十一火
箭副总指挥金鑫说。

此次发射任务与上一次海上发射有
何不同？长十一火箭总设计师彭昆雅
说，执行此次任务的火箭是直接在东方
航天港完成火箭总装测试和星箭对接
后，用船从港口运输至黄海预定海域实
施发射，减少了分解和总装次数以及长
距离铁路运输环节，首次实现火箭总装
测试发射一体化，提升了发射效率。

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小卫星发射需
求，航天科技集团一院推出了“太空班
车”“太空专车”和“太空顺风车”等多样
化快捷的服务。

此次任务中，火箭研制队伍为满足
用户一次发射九颗卫星实现轨道面部署
的要求，充分发挥长十一火箭最大运载
能力，与卫星厂商一体化协同设计，实现
了从最多发射7颗卫星到发射9颗卫星
的转变。

长十一火箭还是我国唯一一款陆海
通用发射的固体运载火箭，可以使用三种
发射模式执行任务，充分体现了火箭灵活
机动的优势。“长十一火箭具备小时级发
射、适应复杂发射环境、基于民用船舶实
现海上发射等特点，截至目前火箭已在西
昌、酒泉、海上进行过发射，具备很强的适

应性。”长十一火箭总指挥李同玉介绍。
据了解，长十一火箭研制团队正依

托海上发射方式研制更大吨位的系列固
体运载火箭，覆盖1吨至5吨的太阳同
步轨道发射能力。届时将形成陆海通用
的固体运载火箭家族，满足不同卫星用
户的发射需求，同时研制队伍正在论证
多功能海上发射平台，可以保障远海海
域发射，预计在2021年开赴低纬度地区
实施低倾角海上发射。

据新华社青岛9月15日电 我国15
日上午在黄海海域成功发射“吉林一号”
高分03－1组卫星。这是我国第二次成
功实施海上发射任务，标志着中国航天已
经具备稳定高效的海上发射能力。

为圆满完成这次海上发射任务，太
原卫星发射中心在组织模式上大力创
新，将模块化理论用于组织形态建设，将
测试、发射、测控等系统科学划分模块，
链入数字化指挥系统，并依托数字化指
挥系统，针对任务需求进行模块组合，实
现由大而全的系统保障向小而精的模块
化保障过渡，大大简化了组织模式、减少
了中间环节。

一体化指挥决策系统首次在海上发
射运用，是这次任务的一大亮点。太原
卫星发射中心研发的这套指挥系统不仅
核心硬件、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和
应用软件实现自主可控，而且根据指挥
需求量身打造了智能化辅助决策、自动
化指挥测试发射、可视化信息显示、集成
化运维管理、人性化辅助操作等功能，实
现了核心部件国产化与设备性能提升的

“双丰收”。
这次海上发射任务中，在测控系统

上实现了以陆地和远洋测控系统为主向
以天基测控为主的转变。据介绍，与传
统陆基和远洋测控系统相比，天基测控
系统无需大量建设各种基站，具有覆盖
广、实时性好、效率高等显著特点，使测
控系统所需人员大幅降低。

据新华社东京9月15日电
日本自民党新总裁菅义伟15日
任命干事长等自民党四大要职，
其中二阶俊博继续留任自民党干
事长。舆论认为，二阶政治经验
丰富、党内外人脉很广，继续担任
干事长有利于保证菅义伟新政权
稳定。

当天下午，自民党召开临时
总务会议通过了上述人事安排。
四大要职人事安排包括，二阶俊
博（二阶派）留任干事长，起用前

总务大臣佐藤勉（麻生派）担任总
务会长、前选举对策委员长下村
博文（细田派）担任政务调查会
长，由山口泰明（竹下派）接替下
村担任选举对策委员长。此外，
国会对策委员长森山裕（石原派）
留任，前总务大臣、无派阀人士野
田圣子担任代理干事长。

分析人士认为，从自民党权
力中枢人事安排来看，菅义伟在
党内派阀权力分配中努力寻找平
衡。在总裁选举中给予他大力支

持的5大派阀各占一席之地，同
时也起用了无党派人士。

菅义伟当天表示，“防止新冠
疫情扩大的同时推动社会经济活
动复苏，尽快让国民恢复安心、安
全的生活是我的使命”。他希望
打造一个为民服务的新内阁，获
得国民信赖，渡过这场危机。

当天下午，菅义伟与执政联
盟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举行党
首会谈，并签署建立联合政府的
协议文件。

日本自民党高层人事安排出炉
据新华社东京9月15日电 由日本立

宪民主党、国民民主党等在野党重组后构成
的新在野党15日举行建党大会，这标志着日
本新的最大在野党正式成立。

新党沿用立宪民主党的党名，拥有国会
议员150人，其中众议员107人、参议员43
人。该党当天在建党大会上通过了党纲和党
章，表明将作为菅义伟政权的对抗势力迎接
下届众议院选举。菅义伟14日当选日本最
大执政党自民党总裁，将在16日召集的临时
国会上被推举为新首相。

原立宪民主党党首枝野幸男此前已被推
选为新在野党的首任党首。

日本新的最大在野党成立

刮刮乐“超给力”1.5亿派奖火热进行中！

刮刮乐“超给力”系列游戏彩票1.5亿元派奖火
热进行中。9月10日零时起至10月20日17时止，
对兑取“超给力”游戏1万元及以上奖等的购彩者进
行派奖，每个奖等派奖金额等于相应奖级的设奖金
额。兑取100万元的中奖者，派送100万元固定奖
金；兑取10万元的中奖者，派送10万元奖金；兑取1
万元的中奖者，派送1万元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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