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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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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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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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出让地块所涉地下空间使用权设立
及其各项规划管控要求的出具，均依据已经依法
批准的详细规划中相应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内
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城市居
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江苏省
城乡规划条例》《江苏省城市规划技术管理规
定》《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
的指导意见》（苏政办发〔2020〕58号）《江苏省自
然资源厅党组关于严格执行国有建设用地出让
规定进一步加强监管监督工作的意见》（苏自然
资党组发〔2019〕94）等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标
准有关规定。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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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67 地块土地估价报告备案号为
3204220BA1019。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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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至2021年01月21日17时
00分止；（二）网上竞买申请及交纳竞买保证金
时间：2021年01月22日09时00分至2021年
01月29日17时00分止；（三）网上挂牌报价时
间：2021年01月22日09时00分至2021年02
月01日09时30分止；（四）网上限时竞价开始
时间：2021年02月01日09时30分。

六、该地块按“限房价、竞地价”方式出让，
商品房毛坯备案均价为12000元/平方米。当
地块网上竞价达到最高限价时，如仍有2家或
2家以上单位要求继续竞买的，将进入竞争报

建人才房建筑面积阶段，起报建筑面积为50 平
方米，增报建筑面积幅度为50 平方米的整数
倍，竞争报建人才房建筑面积最多者为竞得人；
人才房建设成本不计入竞得人可销售商品房备
案核价的核算成本，相关财务和税收核算方面
的要求以相关业务办理部门的政策为准；进入
该阶段的每个竞买人都必须有一次有效报价，
否则视为违约。特别提醒：在挂牌期每个竞买
人必须有一次有效报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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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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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无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本《挂牌出
让公告》有解释权。

九、联系方式： 无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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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锡国土（经）2020-67

地块名称

XDG-2020-78号地块

土地位置

锡山区东港镇创新西路南、联群路西

土地面积
（平方米）

15674

土地用途

居住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0，且≤2.3
建筑密度

≤30%
绿地率

≥30%
建筑限高

住宅建筑15-18层，其他建筑≤24米

供地
条件

净地

土地出让金
起始价（万元）

16778

竞买保证金
（万元）

3356

最高限价
（万元）

64890

出让
年限

70年

据新华社北京2020年12月31
日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
委员会12月31日上午在全国政协礼
堂举行新年茶话会。党和国家领导
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
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同各民
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
党派人士代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
方面负责人以及首都各族各界人士
代表欢聚一堂，共迎2021年元旦。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茶话会上发表重要
讲话。他强调，即将到来的2021年，
我们将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制定和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我们要深刻铭记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
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的百年艰辛
历程，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
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的精神，永远
保持慎终如始、戒骄戒躁的清醒头脑，

永远保持不畏艰险、锐意进取的奋斗
韧劲，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上奋勇前进，以优异成绩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
央军委，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
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向全国广大工人、
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各界人士，向人
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公安干警
和消防救援队伍指战员，向香港特别行
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
同胞和海外侨胞，向关心和支持中国现
代化建设的各国朋友，致以节日的问候
和诚挚的祝福，祝大家新年好。

习近平指出，2020年，面对错综
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统筹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
国各族人民披荆斩棘、攻坚克难，取
得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大战略成
果，战胜了严重洪涝灾害，实现了经
济增长由负转正，完成了新时代脱贫

攻坚目标任务、“十三五”时期目标任
务，重大科技项目、重大工程建设捷
报频传，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
历史成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
出了新的一大步。

习近平强调，2020年，我们继续坚
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中央深改委部署
的50个重点改革任务和其他75个改革
任务基本完成，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
门完成143个改革任务，各方面出台
268个改革方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
召开7年多来，各方面共推出2485个改
革方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
革目标任务总体如期完成。

习近平指出，2020年，我们坚持
“一国两制”方针，促进香港、澳门经
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我们坚持一个
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维护台
海和平稳定。我们秉持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顶住单边主义、保护主义、
霸权主义逆流，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推动并参与国际抗疫合作，为全

球抗击新冠肺炎病魔、促进和平与发
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习近平强调，回顾2020年，征途
充满艰辛，奋斗成果显著。这是中国
共产党坚强领导的结果，是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万众一心、顽强拼搏的结
果，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的充分展
现。事实再次证明，中国人民是伟大
的人民、英勇的人民，一定能够继续创
造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

习近平指出，一年来，人民政协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
领导，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
职尽责，凝心聚力，为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新的一年，人民
政协要再接再厉、团结奋进，加强专
门协商机构建设，把人民政协制度优
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把各方面智
慧和力量凝聚起来，形成海内外中华
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强大
合力，不断巩固和发展大团结大联合
局面。

习近平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强调，新征程上要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
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的精神

慎终如始 戒骄戒躁
不畏艰险 锐意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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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妙光塔社区，42岁的小华让
人同情。一家五口人挤在45平方米
的小屋里，年迈的老人照顾身患疾病
的小两口和还在上小学的外孙，而小
华因脑损伤导致无法行动，没有了收
入来源。日前，在接到相关求助后，
无锡福彩党支部深入社区，到群众身
边解难题、办实事、送温暖，在社区工
作人员陪同下，为他们送去了一万元
爱心款，并为孩子带来课外阅读书
籍，传递爱心与温暖，解决她一家的
燃眉之急。

走进小华的家，一股浓浓的中药
味扑面而来，每天小华的妈妈都要为
女儿熬制三个小时左右的中药，期待
她能慢慢站起来。这套45平方米的
小屋是一室一厅的格局，卫生间不通
风。客厅里摆了一张狭小的沙发床，
小华的父母就挤在这里睡，“我晚上都
侧着身子躺”，小华妈妈也很无奈，这
里还要放一张小桌子供全家吃饭。卧
室里有一张大床，小华一家三口睡，

“儿子虽然才上小学四年级，但体重已
80斤，是个大小孩了”，屋里就这么点

地方，还有全家被褥、衣服，以及孩子
的小书桌和硬纸箱做的书架，塞得满
满当当。小华妈妈说，大家都知道他
们家困难，有时会送点衣服之类，家里
地方小，都快塞不下了。

小华在一家企业工作了二十多
年，两年前在企业发生了一点不愉
快。回家后的第二天就昏迷在家，送
去重症监护室抢救，诊断结果是创伤
性脑损伤。小华家人说，她在厂里被
车撞了，但没有人证明现场的情况。
而脑损伤也引起了小华双下肢运动功
能障碍，只能躺在家里。起先她吃饭
要人喂，上厕所要有人拖着，全靠家人
照顾其生活起居。后来，陆续在多家
医院康复治疗，慢慢能小坐一会儿。
治疗期间，自费已花去了六七万元。
现在单位和小华终止了劳动合同，就
医的费用缺口更大了。

小华的丈夫患有高血压和肾病，
双脚肿胀，原本在旅游公司打零工，今
年受疫情影响，收入更少了。儿子在
上小学四年级，患有喘息性支气管炎，
经常要去医院看病进行雾化治疗。现

在全家人靠着小华丈夫打点零工，以
及父母微薄的退休工资支撑门头开
销。

“在康复医院住半个月，就要好几
千元”，小华说，她做梦都没想到，自己
会变成一个废人。孩子还小，未来的
路还很长，她期待着能站起来，能给为
孩子打拼一个更好的人生。好心人毕
竟多，小华一家的情况，邻居们看在眼
里并发起求助，妙光塔社区的工作人
员知道后，和“福彩·爱基金”取得了联
系。日前，福彩中心党员带着一万元
爱心款和给孩子买的课外阅读书籍看
望小华一家，令全家人感激万分。

不惑之年的妈妈半身不能动弹
无锡“福彩·爱基金”救助万元爱心款

近日，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
戏进行第2020130期开奖，双色球
红球号码为08、09、11、14、17、29，
蓝球号码为16。当期无锡彩民收
获3注二等奖，其中2注都出自新
吴 区 香 梅 花 园 200- 48 号
32020395福彩投注站，被彩民王
先生凭借一张倍投单式彩票所揽
获，喜中奖金29.4万多元。

“看到当晚的开奖号码总觉得

很熟悉，因为开出的号码和家人的生
日号码很相似”，王先生在福彩中心
开心的说道。原来，王先生是位老彩
民，平时非常关注双色球的开奖号
码，即使当期没购买，他也会习惯性
查询一下开奖号码。近期，他查看开
奖号码时，欣喜发现开奖号码很是眼
熟，拿出彩票核对后发现中了二等
奖。

兑奖时，王先生向工作人员分享

了他的的守号经历，这张守了三年的
彩票，前三注号码里面是由家人的生
日号码拆分组成的，按他的说法，这
样守号才更有意义。而剩余的两注
是他随机选择的号码。平时在投注
时他只会更改一下随机的号码，每期
对五注号码各投两倍，王先生笑着
说：“好事成双嘛！”三年的坚守让他
也赢得了大奖，收获到29万多元的
奖金。

无锡彩民三年坚守换来29万多元大奖

无锡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拟向
无锡市区范围内布设福彩智能投注
机，现面向社会公开招募。

申请人资格
1、无锡本地户籍或无锡常住

人员（提供居住证）；
2、年龄18周岁以上50周岁以

下；
3、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

会操作电脑；
4、申请人本人必须直接从事

销售工作；

5、申请人非国家公职人员，且五
年内无刑事处罚记录；

6、有申请建设智能投注机相适
应的固定场所及所需资金。

场所要求
1、包含但不局限于大型商业综

合体、大型商业超市、地铁站、写字楼、
娱乐餐饮、大型企业食堂等场所，以及
符合布设条件、人流量较多的繁华地
段的室内场所。

2、设置场所需有专人负责、值
守，有符合智能投注机运营要求的、固

定的营业时间，安装有监控、有安全防
范、防火防盗等措施。

申请渠道
关注“无锡福彩”官方微信公众

号，点击菜单栏“彩民工具”—“投注站
申请”，登记您的信息，即可提交申请，
请在拟申请店面地址后备注“智能
机”，福彩工作人员审核信息后将及时
与您联系。

相关未尽事宜由福彩中心负责解
释。具体招募详情请咨询无锡市福利
彩票发行中心。

无锡福利彩票智能投注机招募

据新华社北京 2020 年 12 月
31日电 2020年12月31日，国家主
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互致新
年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代表中国政府
和中国人民，向普京总统和俄罗斯
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美好的祝
愿。习近平指出，2020年是极不平
凡的一年。这一年，中俄两国人民
守望相助、同舟共济，携手投身抗疫
斗争，续写两国睦邻友好新篇章。
双方启动中俄科技创新年，推动疫
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双边经贸合作
稳定发展，促进“一带一路”建设与
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取得新成果。两
国共同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暨联合国成立75周年，展示捍卫国
际公平正义的坚定决心，为构建新

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
新贡献。这一年，我同普京总统多
次通电话，共同出席一系列多边视
频峰会，就中俄关系和重大国际地
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新的重
要共识，我对此高度评价。

习近平强调 ，即将到来的
2021 年对中俄关系具有特殊意
义。双方将围绕庆祝《中俄睦邻友
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这一主
线，大力弘扬两国世代友好理念，
为新时代中俄关系发展擘画新愿
景，增添新内涵。我愿通过各种形
式同普京总统保持密切交往，引领
双方不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和各
领域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
大福祉，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更
多正能量。

习近平和普京
互致新年贺电

据新华社北京 2020 年 12 月
31日电 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怀和温暖，
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
费中划拨1.97亿元，用于2021年
元旦春节期间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中央组织部提出，走访慰问对象
为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
对抗战前和抗战时期入党的老党员
普遍走访慰问。加大对基层干部特
别是战斗在脱贫攻坚、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一线同志的关心关爱力度。

1.97亿元用于两节期间走访慰问

据新华社北京 2020 年 12 月
31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
《关于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就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
康发展提出四个方面23项举措。
一是健全老有所养、幼有所育的政
策体系。二是扩大多方参与、多种
方式的服务供给。增强家庭照护能
力，帮助家庭成员提高照护能力。
优化居家社区服务，发展集中管理

运营的社区养老和托育服务网络。
推动培训疗养资源转型发展养老服
务，鼓励中东部地区先行突破，重点
推进。三是打造创新融合、包容开
放的发展环境。促进康养融合发
展，深化医养有机结合，发展养老服
务联合体，支持根据老年人健康状
况在居家、社区、机构间接续养老。
推动形成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活力
发展城市和社区。四是完善依法从
严、便利高效的监管服务。

《关于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的意见》印发

鼓励中东部地区先行突破

2020 年 12 月 31 日晚，
民间艺人在山东台儿庄古城
为游客表演“火龙钢花”。

当晚，山东台儿庄古城
的民间艺人为游客表演“火
龙钢花”，送上新年祝福。

（新华社发）

火龙钢花
迎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