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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梁溪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受
无锡爱之云置业有限公司委托，就其组织
建设的无锡市“悦惠雅苑”项目前期物业
管理进行公开招标。

一、招标项目名称：无锡市“悦惠雅
苑”

二、招标编号：QQWYGL2020053
三、项目基本情况：无锡市悦惠雅苑

位于梁溪区，其物业管理区域范围为东至
规划道路,南至新惠路,西至现状河道,北
至 运 河 西 路 。 工 程 总 用 地 面 积 约
34482.60㎡，为城镇住宅用地。总建筑
面积约95701.62㎡，其中：总住宅建筑面
积约63492.03㎡，商业用房建筑面积约
4166.24㎡，地下室建筑面积约23230.56㎡
（含地下设备机房及核心筒等建筑面积约
3861.25㎡）；其他配套用房建筑面积约
1368.99㎡，架空层建筑面积约1705.83㎡，

总保温层建筑面积约734.97㎡，总PC奖
励建筑面积约1003.00㎡，容积率为2.0。

四、招标单位：无锡爱之云置业有限
公司

单位地址：无锡市梁溪区惠麓东苑8
号502 邮编：214000

联系人：李远志
联系电话：18800540567
五、承办单位：无锡市梁溪区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
单位地址：无锡市通扬南路280号

709室 邮编：214000
联系人：吴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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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至

11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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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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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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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以上
住宅项目合同的一个1分，最多5分。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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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资公告
根据2020年11月16日

股东会决议，无锡撼路者广
告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320214

MA1MTMDXXM）拟将注
册资本从1800万元人民币
减至200万元人民币。现予

以公告。债权人可自公告之
日起45日内要求本公司清
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无锡撼路者广告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8日

减资公告
无锡利保矽胶工业有限

公司经股东决议，拟将注册

资本由原来的750万美元减

至650万美元。债权人可自

公告之日起45日内要求本公

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特

此公告。联系人：陈文昌 联

系电话：13861898860 地
址：无锡市锡山经济开发区
东亭镇合心路16号

厂房出租
钱桥溪南工业园，舜南

路5号，2650m2，13906191380。

遗失启事
·遗失人保车险商业保单，印
刷号为苏32001905952680
作废

·遗失包晗无锡机场工作证

编号K1670，特此声明

·张秋忆遗失无锡泰茂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购房发票2

份，开票日期2019年 7月3

日，发票号码01207219金额

2993840元；开票日期2019

年9月16日，发票号码1207

314金额3020000元，作废

·新吴区麦香来面馆小吃店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微型餐饮备案号，新吴江

溪备字第0520号，声明作废

·孙安妙遗失2019年4月签

发的身份证，编号33032719
9002287230，声明作废

·王芳遗失执业证02001232
020080002018000294号
废

弃婴公告
2018年2月25日捡拾人

在资景新村62号门口发现一
名女婴，该弃婴自公告之日

起60天内，
其父母及监
护人持有关
证件至我单
位认领，逾
期依法妥善安置。

无锡市社会福利中心

2020年11月17日

本报讯 扎实推进整改提升工
作，确保“老大难”问题清查、整改到
位，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文明成果给生
活质量带来的提升。昨从市市场监管
局获悉，即日起我市多部门组成专项
行动小组，集中对城区135家农贸市
场展开“市场文明七促进”专项整治行
动，切实让农贸市场这个市民的“菜篮
子”环境更优、服务更佳。

环境秩序差、场内占道经营、违法
小广告多等农贸市场建设管理中出现
的一些“难掌控、易反复”的问题，成为
此次专项行动的重点整治内容。市场
监管局、公安局、民政局、市城管局、市
商务局、市卫生健康委等组成了市文
明城市建设整改提升农贸市场专项整
治行动领导小组，将农贸市场32项考

察指标整合成基础建设、市容市貌、消
防安全、经营秩序、陈规陋习、公益宣
传、疫情防控等7大类重点整治专项，
精准发力。

针对市民反映较集中的部分农贸
市场基础建设陈旧，整治行动要求，
11月20日前各市场梳理需要维护修
缮的公共设施清单，并于30日前完成
整改修复。今年应该完成标准化改造
的市场，必须在12月20日前完成，结
合长效管理“红黑榜”考评和奖惩挂钩
等制度，接受社会监督。通过签订、张
贴市容环卫责任状，改进市场环境“脏
乱差”，强化日常清扫保洁。市场每周
必须开展一次环境卫生大扫除，彻底
清除小广告“牛皮癣”、整治杂物乱堆
放和卫生死角。经营秩序方面，市场

主办者要切实履行市场管理主
体责任，场内经营者遵守行业规范，
依法亮照经营、明码标价销售、落实索
证索票、进货查验。整治行动还突出
了对疫情防控要求，市场必须每天定
期消毒，根据人流量情况适当增加消
毒频次，对停车场、货运车辆、重点摊
位（水产区、肉类区、冰鲜禽）、案板等
部位加强消杀。

昨天下午，方庙市场场内进行了
当天第二次保洁工作。据市场负责人
张志强介绍，在新一轮提升整改中，将
加强市场环境卫生的整治，确保市场
外围每天保洁三次，高标准做好人流
密集区域和垃圾处理场所的防疫消
毒，规范文明停车，发动经营户和群众
参与文明城市建设热情。

据悉，整治行动分三阶段进行。即
日起至11月30日为梳理问题，逐一排
查出问题清单及整改方案报送专项整
治领导小组。12月1日至15日突出固
强补弱，根据省测、长效管理考评结果
以及前期整改情况，对重点问题进行原
因剖析、彻底整改，并于12月下旬对行
动迟缓、成效不佳的市场责令整改。12
月16日至明年1月10日为常态长效管
理，稳步提升强化落实农贸市场专项整
治与长效管理“红黑榜”考评，全面提升
农贸市场经营秩序和周边市容环境。

（周茗芳 文/周岚婷 摄）

“文明七促进”专项整治农贸市场，让环境更优、服务更佳

本月完成
公共设施整改修复

上接第1版>>>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
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习近平法治思
想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
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
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
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全党全
国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
吃透基本精神、把握核心要义、明确工
作要求，切实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
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全过程。

李克强主持会议。栗战书、汪洋、
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王沪宁作总
结讲话。

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我们党历
来重视法治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明确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并将
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
推进。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进行
研究，作出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党的十九大召开
后，党中央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
员会，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对全面依法
治国又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
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历史性
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全面依法治国
实践取得重大进展。

习近平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
进全面依法治国要重点抓好的工作提
出了11个方面的要求。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党对全面依
法治国的领导。党的领导是推进全面
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国际国内环境
越是复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任务越是繁重，越要运用法治
思维和法治手段巩固执政地位、改善
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保证党和国
家长治久安。全面依法治国是要加强
和改善党的领导，健全党领导全面依
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党的
领导制度化、法治化，通过法治保障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效实施。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

基础是人民，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
人民。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
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
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推
进全面依法治国，根本目的是依法保
障人民权益。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新
要求新期待，系统研究谋划和解决法
治领域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用法治保障人民安居乐
业。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道路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既要立
足当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
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又要着眼长远，筑法治之基、行法治之
力、积法治之势，促进各方面制度更加
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提供长期性的制度保障。要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从我国革命、建
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的法
治道路，同时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法治基础。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依宪治国、依
宪执政。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
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党自身要在
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全国各族人
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
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
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都负有
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
责。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就包括
坚持宪法确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
不动摇，坚持宪法确定的人民民主专
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
不动摇。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在法治轨道
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的重要依托。只有全面依法治国才能有
效保障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规范性、
协调性，才能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
在统筹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
业、伟大梦想的实践中，在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我们要更加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
本、稳预期、利长远的重要作用，坚持依
法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
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总抓
手。要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
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
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
党内法规体系。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
治国相结合，实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要积极推进国家安全、科技
创新、公共卫生、生物安全、生态文明、防
范风险、涉外法治等重要领域立法，健全
国家治理急需的法律制度、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法律制
度，以良法善治保障新业态新模式健康
发展。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
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
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依法
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整体谋划，更加
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法治政府
建设是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要率先突
破，用法治给行政权力定规矩、划界限，
规范行政决策程序，加快转变政府职
能。要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提
高司法公信力。普法工作要在针对性和
实效性上下功夫，特别是要加强青少年
法治教育，不断提升全体公民法治意识
和法治素养。要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促进社
会和谐稳定。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全面推进科学
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要继续推进法治领域改革，解决好立法、
执法、司法、守法等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
题。公平正义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要
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加强司
法制约监督，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
障制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加快构建规
范高效的制约监督体系。要推动扫黑除
恶常态化，坚决打击黑恶势力及其“保护
伞”，让城乡更安宁、群众更安乐。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统筹推进国内
法治和涉外法治。要加快涉外法治工作
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
理，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要强化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有
效应对挑战、防范风险，综合利用立法、
执法、司法等手段开展斗争，坚决维护国
家主权、尊严和核心利益。要推动全球
治理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建设德才兼备
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要加强理想信
念教育，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推进法治专
门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
确保做到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
忠于法律。要教育引导法律服务工作者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依法依规诚信执业，
认真履行社会责任。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抓住领导干部
这个“关键少数”。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决
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
大决策部署，带头尊崇法治、敬畏法律，
了解法律、掌握法律，不断提高运用法治
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
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做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要力戒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确保全面依法治国各项
任务真正落到实处。

习近平指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是
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以科学
理论为指导，加强理论思维，不断从理论
和实践的结合上取得新成果，总结好、运
用好党关于新时代加强法治建设的思想
理论成果，更好指导全面依法治国各项
工作。

筑法治之基 行法治之力 积法治之势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太湖国
家旅游度假区管委会获悉，14日
开始马山十里明珠堤（梅梁路至
常乐路段）恢复双向通行。

因苏锡常南部高速公路太湖
隧道新建工程施工需要，从2018
年1月28日起至2020年11月13
日止，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十里明
珠堤（梅梁路至常乐路段）实行禁
止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的交通限
制措施。

随着太湖隧道马山堤岸段（下
方进出口）完成施工并顺利回水，
11月14日，中断了长达34个多月
交通的十里明珠堤正式恢复全线
通行，车辆通过十里明珠堤进出马
山不必再从其他道路绕行，十里明
珠堤风光可尽收眼底。

值得提醒的是，因太湖隧道
暗埋段与陆马公路交叉，本月下
旬陆马公路支线上跨桥将正式施
工，届时陆马公路部分道路（梅梁

路至碧波路）将进入封闭状态，过
往车辆需借助刚刚全线贯通的十
里明珠堤通行。

这两天大堤上钓鱼人增多，
乱停车、乱扔垃圾现象也多了起
来。昨天起，太湖国家旅游度假
区城管等部门对此启动集中清
理。

“十里明珠堤本身路不宽，双
向通行，一旦汽车乱停，经常容易
造成堵塞，抛竿钓鱼的还会影响到
大堤上行人和车辆的安全。”度假
区城管中队孙海杰介绍。

执法人员随后沿着明珠堤对
所有钓鱼者进行了一一劝离。度
假区相关人士告诉记者，近期还
将联合农林、交警等部门对明珠
堤钓鱼者进行集中清理劝退，确
保明珠堤环境整洁。同时进一步
扩大对“十里明珠堤禁止垂钓”的
宣传，在沿线增密设置“禁止垂
钓”标识牌。 （邵旭根）

十里明珠堤

恢复双向通行

本报讯 昨天下午，锡城最
高气温升至24.7℃，这真的是11
月份吗？有网友称：“天气太玄
乎，我又要翻出短袖了。”忍住！
昨据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我
市最高气温将直冲28℃，但从夜
里起，冷空气就要发威了，气温直
线下降，降幅可达10℃。未来几
天，我市气温将以每天2℃的降
幅下跌，大伙还需秋衣秋裤裹住！

据我市气象资料显示，今年
11月锡城气温较常年偏高，降水
量明显偏少，仅 11月 2日下了
0.2毫米的雨。因天气干燥，森林
火险气象等级也达到了五级，极
易燃烧，防火形势严峻。“入秋早，
加上气温高，意味着今年无锡的
秋季拉长，入冬时间也将延后。”
我市首席气象预报员称，11月这
波南方罕见“大暖潮”会在今天夜
里结束。“暖湿气流如脱缰野马在

今天白天达到巅峰，我市气温有
望超过历年同期历史纪录，达到
27℃-28℃。”据了解，锡城11月
中旬气温最高纪录为1998年11
月14日的26.6℃。

气温回升越高，意味着降温
也会比较厉害，“寒气攻击”准备
上线。根据预报，前后两波冷空
气翻山越岭而来且“实力不俗”，
19日起我市气温逐步下降，22日
最高气温降至15℃左右。而这
两天夜里，受地面气旋影响，我市
还会出现阵雨过程，并可能伴有
雷电等对流天气，雨量不会太
大。农民朋友要抓紧秋收扫尾工
作，做好在田作物抢收、晾晒、烘
干、入库工作。蔬菜种植户也要
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在过山车式
的温度变化中，人非常容易感冒，
提醒大家早晚寒凉，外套不能少。

（荣倬翊）

气温“过山车”，冲高再回落
添衣！明起“寒气攻击”

昨天，参加湖
滨商业街“厨王争
霸赛”的厨师们在
展示他们的拿手绝
活。为进一步繁荣
街区餐饮经济并提
升餐饮从业人员业
务水平，蠡湖街道
专门举办了本次比
赛。（刘芳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