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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上海庆昔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无锡分公司：

2020年5月9日马敬帅
以你单位职工名义，向我局
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我局于
2020年7月6日中止了工伤
认定程序，现工伤认定中止
情形消失，予以恢复审理。
无锡市新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遗失启事
·无锡东风桥型材有限公司
遗失原财务章、原法人章各
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王洁遗失无锡玉海置业有
限公司江苏省增值税普通发
票代码032001900105号
码02275083金额328199

元，特此声明

遗失启事
·孙宇泽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320979544，声明作
废

遗失启事
·吴国民遗失退休证，编号2
017254，声明作废
·王仁杰遗失苏BKK707商

业险保单1份编号PDAA20
2032020000064966作废

招租出售
三盛星悦城，适合大量

年轻消费人群，40~60平方
米纯一楼沿街门面，有外摆
区，停车位充足，可做餐饮。
工抵房，急于回款价格优
惠。韩经理15261522555

无锡市惠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受
无锡协信远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
托，就其组织建设的无锡市“星麓名邸”
项目前期物业管理进行公开招标。

一、招标项目名称：无锡市“星麓名
邸”

二、招标编号：QQWYGL2020048
三、项目基本情况：无锡市星麓名邸

位于惠山区长安街道，其物业管理区域
范围为东至：规划道路（与惠山新城体育
馆相邻）；南至：金惠路；西至：惠力路；北
至 ：欣 惠 路 。 工 程 总 用 地 面 积 约
39668.70㎡，为住宅用地。总建筑面积
约130650.95㎡，其中：总住宅建筑面积
约 97319.88 ㎡ ，地 下 室 建 筑 面 积 约
30032.26㎡；其他配套用房建筑面积
1739.51㎡，架空层建筑面积约106.72㎡，
保温层建筑面积约971.76㎡，装配式建

筑面积约480.82㎡，容积率为 2.5。
四、招标单位：无锡协信远耀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无锡市惠山经济开发区

惠山大道 1719- 8 号 806 室 邮编：
214000

联系人：李康宁
联系电话：1880448188
五、承办单位：无锡市惠山区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
单位地址：无锡市惠山区政和大道

209号 邮编：214000
联 系 人 ：边 先 生 联 系 电 话 ：

0510-83598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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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至

11月16日（工作日：9:00～17:00）
八、报名地点：无锡市惠山区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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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事
指南栏目中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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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日
至刊登招标公告之前获得示范项目称号
表彰文件或获奖凭证复印件等）及企业
财务状况（企业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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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个月内连续三个月社保缴纳证明，相
关证书等复印件。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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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投标申请人超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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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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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优秀

示范项目称号的（获得时间为2017年1
月1日至刊登招标公告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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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标申请人近六个月内连续三个月为其
缴纳社保的证明并具有三年以上管理14
万㎡以上住宅项目管理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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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万㎡以上
住宅项目合同的一个1分，最多5分。

特此公告。

无锡市“星麓名邸”前期物业管理公开招投标公告（QQWYGL202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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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媒体编织美好生活

读党报·共“城”长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10日晚在北京以视频
方式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
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并发表题为《弘扬

“上海精神”深化团结协作 构建更加
紧密的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习
近平强调，上海合作组织要弘扬“上海
精神”，加强抗疫合作、维护安全稳定、
深化务实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构
建卫生健康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发展
共同体、人文共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多实践探索。

习近平强调，上海合作组织成立
以来，树立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
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后，各方同舟共济、守望相
助，为本组织稳定发展和国际抗疫合
作注入了正能量。

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加速
了国际格局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
期。国际社会正在经历多边和单边、
开放和封闭、合作和对抗的重大考
验。“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成为时
代之问，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更加强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
代潮流不可阻挡。历史已经并将继续
证明，睦邻友好必将超越以邻为壑，互
利合作必将取代零和博弈，多边主义
必将战胜单边主义。

习近平强调，当前形势下，上海合
作组织要弘扬“上海精神”，深化团结
协作，为地区国家稳定和发展作出更
大贡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出更多实践探索。

第一，加强抗疫合作，构建卫生健
康共同体。要加强各国联防联控，维
护地区和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支持世
界卫生组织发挥关键领导作用，反对
将疫情政治化、病毒标签化，共同抵制

“政治病毒”。中方倡议成员国疾控中
心设立热线联系，愿积极考虑本组织
国家疫苗需求。

第二，维护安全和稳定，构建安全
共同体。要遵循共同、综合、合作、可持
续的安全观，有效应对各类威胁和挑
战。坚定支持有关国家依法平稳推进
重大国内政治议程，坚定支持各国维护
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坚决反对外部势
力以任何借口干涉成员国内政。坚持
通过对话和协商化解矛盾和分歧。严
防“三股势力”借疫生乱，提升成员国执
法安全合作水平。欢迎各方参与中方
发起的“全球数据安全倡议”。

第三，深化务实合作，构建发展共
同体。要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同各国发展战略及欧亚经济联盟等
区域合作倡议深入对接，畅通区域经
济循环，加快实现复工复产。扩大相

互投资规模，加强数字经济、电子商
务、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领域合作。
中方将于明年在重庆举行中国－上海
合作组织数字经济产业论坛。共同实
施更多民生工程。中方支持设立本组
织减贫联合工作组。

第四，促进民心相通，构建人文共
同体。要促进文明互学互鉴，支持教
育、文化、旅游、体育、媒体、妇女等领
域交流合作。中方将于明年举办上海
合作组织民间友好论坛，在未来3年
为各方提供600名青年交流名额。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以实际行动践
行多边主义，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完善全球治理、维护国际秩序。上海合
作组织要拓展伙伴关系网络，在国际和
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加积极作用。

习近平强调，中国正在加快形成
新发展格局，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
济新体制。中国将坚定不移奉行互利
共赢的开放战略。欢迎各方把握中国
发展新机遇，积极深化对华合作。

习近平最后强调，明年本组织将
迎来成立20周年华诞。让我们高举

“上海精神”旗帜，精诚合作、砥砺前
行，推动本组织得到更大发展，构建更
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与会外方领导人积极评价上合组
织各领域合作进展，表示，各国应合力

应对，共同抗击疫情，反对借疫情对别
国污名化。坚持多边主义，维护以联
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
序，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以规
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促进开放
型世界经济。秉持互信、互利、平等、
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

“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道路，
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成员国内部事务。
加强贸易、投资、产能、交通、能源、创
新、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深化人文
交流。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同欧亚经
济联盟建设对接。协作打击“三股势
力”，维护数据安全、生物安全，致力于
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维护本

地区安全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会议通过并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元首理事会莫斯科宣言》以及关
于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第二次世界
大战胜利75周年，保障国际信息安全，
数字经济领域合作，打击利用互联网等
渠道传播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
义思想，应对毒品威胁等一系列声明。

习近平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携手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人文共同体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