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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宜兴市泽力电工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与宜兴市金诚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的合

并协议，两公司合并，合并方式为宜兴市泽力电工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吸收宜兴市金

诚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宜兴市泽力电工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继续存继，宜兴市金诚耐

火材料有限公司解散注销。宜兴市金诚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的资产归宜兴市泽力电

工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所有，所有债权债务由宜兴市泽力电工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承

继。合并前宜兴市泽力电工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50万元人民币，宜兴市金

诚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60万元人民币，合并后宜兴市泽力电工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210万元人民币。

特此公告

宜兴市泽力电工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宜兴市金诚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2日

合并公告

二、如有意者，请按以下方式操作联系：①咨询及看样：即日起接受咨询；集中看样时间为
2020年5月25、26日。②参拍方式：意向人请于 2020年5月28日下午4：00前交纳竞买保证金
3万元/套至指定账户（账户名：江苏弘盛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农行宜兴城中支行，账号：1064
8201 0400 14609），并携带有效证件至宜兴市丁蜀镇行政审批局（东坡中路6号）四楼411室办
理竞买登记手续（2020年5月27、28日，上午8:30~11:00，下午1:30~4:00）。③联系电话：
18036892822（叶女士）、18061532211（葛先生）④本次拍品无法办理不动产登记。

江苏弘盛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3日

拍卖公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幢号

7

7

9

10

10

10

21

22

22

楼道

13

13

18

20

21

21

45

47

48

室号

401

402

402

401

403

404

103

103

106

建筑面积（平方米）

100.51

100.51

141.11

115.94

115.94

115.94

128.79

137.59

134.9

配套自行车车库

7-29

7-30

9-26

10-27

10-18

10-21

建筑面积（平方米）

8.93

8.52

9.23

7.12

7.12

7.84

参考价（万元）

49.8

49.2

68.8

56.3

56.3

56.5

58

61.7

60.5

备注

两室一厅一厨一卫

配公共停车位

两室一厅一厨一卫

配公共停车位

四室一厅一厨两卫

配公共停车位

三室一厅一厨一卫

配公共停车位

三室一厅一厨一卫

配公共停车位

三室一厅一厨一卫

配公共停车位

三室一厅一厨两卫

配公共停车位

三室一厅一厨两卫

配公共停车位

三室一厅一厨两卫

配公共停车位

受有关单位委托，本公司将于2020年 5月 29日上午9：00在宜兴市丁蜀镇行政审批局五

楼招投标会议室（东坡中路6号）举行公开拍卖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丁蜀镇区域内住宅房一批）

洛涧祥苑9套房产参考信息

潜洛新苑2套房产参考信息

序号

1

2

幢号

12

14

楼道

29

20

室号

402

402

建筑面积（平方米）

85.31

84.84

参考价（万元）

28.6

28.5

备注

两室一厅一厨一卫

两室一厅一厨一卫

蜀山新苑10套房产参考信息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幢号

4

4

4

4

4

4

4

4

4

4

室号

402

502

401

501

404

504

403

406

506

405

建筑面积（平方米）

82.43

82.43

83.93

83.93

70.14

70.14

94.32

95.81

95.81

104.42

配套自行车车库

4-26

4-27

4-28

4-24

4-20

4-13

4-14

4-19

建筑面积（平方米）

8.64

7.92

7.92

7.92

10.08

8.64

8.64

8.64

参考价（万元）

35.2

36.2

36

37.3

28

28

40.5

40.7

42.2

44.2

备注

两室一厅一厨一卫

两室一厅一厨一卫

两室一厅一厨一卫

两室一厅一厨一卫

两室一餐一厨一卫

两室一餐一厨一卫

两室一厅一厨一卫

两室一厅一厨一卫

两室一厅一厨一卫

两室一厅一厨一卫

通蜀小区二期3套房产参考信息

序号

1

2

3

幢号

18

19

33

楼道

28

31

89

室号

402

402

401

建筑面积（平方米）

85.03

85.03

145.85

配套自行车车库

18-33

19-38

33-22

建筑面积（平方米）

8.9

7.74

4.94

参考价（万元）

48.8

48.5

81.8

备注

两室一厅一厨一卫

两室一厅一厨一卫

三室一厅一厨一餐两卫

经宜兴市人民政府批准，宜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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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下表）
[其他需要说明的宗地情况]
1.严格按已批准的规划方案建设。2.竞买人竞得土地后，需将运营方案交丁蜀镇政府审查，审查通过后方能进行建设。3.地块建设条件详见

《地块建设条件意见书》。4.竞得人不得建设带有私家花园的低层独立式住宅的别墅类房地产开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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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除外）均可申请。申请人必须独立申请，不接受联合申

请。经江苏省用地企业诚信数据库比对为非诚信单位的，不具备竞买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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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通过宜兴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

系统”）进行。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采用增价挂牌方式，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受让人。
五、本次挂牌出让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20年5月13日至2020年6月10日通过“中国宜兴”政府门户

网站链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页上“网上交易”，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浏览或下载挂牌出让文件，也可向宜兴市国土资源交易中心咨询。
六、符合竞买条件的申请人可于2020年6月2日9时到2020年6月10日15时30分在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并按时足额缴纳竞买保

证金（网上交易系统确定的银行中选择一家缴纳）。提交竞买申请、保证金缴纳方式详见挂牌出让文件。
七、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挂牌报价的起止时间为：2020年6月2日9时至2020年6月11日10时。网上挂牌时间截止时，系统

即自动进入网上限时竞价程序，通过限时竞价确定竞得人。竞得人须在网上交易系统确认竞得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持《网上交易系统竞得确认
及资格审查通知书》，按挂牌出让文件要求将有效证件提交出让人进行报名资格等审查，审查通过后，与出让人签订《宜兴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网上交易成交确认书》，确定其为地块最终竞得人。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本次公开出让的事项如有变更，将由宜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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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此公告可登录江苏省土地市场网进行查询。
（三）本次出让的具体工作由宜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全权委托宜兴市国土资源交易中心实施。宜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拥有本公告的最

终解释权。
九、联系方式
（一）宜兴市国土资源交易中心（宜兴市宜城街道解放东路191号）
联系电话：0510-87920131；联系人：丁女士。
（二）登录“中国宜兴”政府门户网站链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页（http://www.yixing.gov.cn/zrzyghj）点击“网上交易系统”（http://

58.215.198.215/yx_wsjy/wsjy/siteIndex.html）。
宜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5月13日

江苏省宜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宜兴市挂[2020]第11号

宗地编号

宜地（2020）21号

地块坐落

宜兴市丁蜀镇东坡西路北侧地块

出让面积（m2）

10437

土地用途

教育用地（幼儿园用地）

容积率

不大于1

绿地率

不小于35%

建筑密度

不大于30%

出让年限（年）

50

交地条件

净地

起始价(万元)

1065

保证金（万元）

213

每次增幅价(万元)

50

交付土地时间

成交即可交付

出让金支付要求

签订《成交确认书》之日起1个
月内付清全部土地出让金

财务状况难以为继

天津天海正式宣告解散
新华社天津5月12日电（记者

张泽伟）天津天海俱乐部12日发
布公告，正式解散这支仅仅征战了
三个赛季的中超年轻俱乐部。

公告说，鉴于俱乐部的财务状
况到了难以为继的绝境，根本无力
继续维持俱乐部的正常经营，经过
深思熟虑之后，俱乐部在万般无奈
下决定解散。

天津天海也曾风光无限，在打

进中超的第一个赛季便获得季军，
次年更是在亚冠赛场踢进了八强。
这支一度拥有明星教练卡纳瓦罗和
明星球员帕托、维特塞尔、莫德斯特
等的球队，以流畅打法和拼搏精神，
在中国足坛吸引了不少拥趸。

然而，在原投资方“出事”后，
天海遭遇生存危机。先是在上赛
季被足协托管，随后不得不寻找下
家。但在与多家企业接洽后，都没

了下文。迫于无奈，天海在3月5
日发布零元转让公告，并在3月13
日宣称已将全部股权转让给了万
通控股。但中国足协方面认为万
通控股并不具备股权受让资质，叫
停了这桩转让。原以为万通控股
变化身份、以赞助的方式支持天
海，能为天海迎来转机，但最终双
方在责权利等原则问题上未能达
成一致，天海最终走入绝境。

在天海宣告解散、退出联赛
后，教练和球员深表惋惜。天海教
练组组长李玮锋说，天海提供了宝
贵的平台，让自己在管理和教练岗
位上受益良多，自己也付出了青春
和心血，对这支球队充满感情。如
今俱乐部解散，倍感遗憾和悲痛。
球员张诚则表示“遗憾但不后悔”，
因为这支球队给予自己太多太多，
而自己的足球梦想还要继续。

法拉利车队12日宣布，一级方程式世锦赛冠军维特尔将于本赛季结束后离开车队。车队负责人比诺
托在声明中表示:“这是我们和维特尔共同做出的决定，我们都认为这是最好的决定。”维特尔出生于德国
黑彭海姆，曾经在2010—2013年连续四年称雄一级方程式世界冠军。这是2019年9月22日，法拉利车
队德国车手维特尔庆祝夺得2019F1新加坡大奖赛冠军。 （新华社/法新）

维特尔即将告别法拉利车队

新华社杭州 5 月 12 日电
（记者夏 亮）作为杭州亚运会的
标志性建筑之一，外观酷似蝴蝶
的杭州奥体中心主体育馆、游泳
馆项目日前通过主体结构工程
验收，这也意味着这个极具辨识
度的项目建设将转入室内装修、
设备末端和赛事系统安装调试
阶段。

据杭州亚组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主体育馆、游泳馆项目由北
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结合
双层非全覆盖银白色金属屋面和
两翼张开的平台形式，形成“化

蝶”形象，并与不远处的主体育
场“大莲花”交相辉映。项目总
建筑面积396950平方米，其中，
主体育馆参照国际篮球比赛场馆
设计，坐席18000座，游泳馆为标
准比赛型，坐席6000座。届时，
主体育馆、游泳馆将举办杭州亚
运会篮球、游泳、跳水等比赛项
目。

为确保建设进度、体现杭州
特色，杭州亚组委在项目前期围
绕体育工艺这一核心，突出亚运
要求，对质量、安全、进度、技术等
方面进行主动管理，并按照国家

及地方建设工程质量评定标准、
规范，对工程项目进行评审，确保
符合建设要求。截至目前，项目
主体结构封顶，实现场馆屋盖整
体闭水，机电安装管道、桥架完成
80％，室外工程完成30％，预计
今年底竣工。

项目建成后，杭州奥体中心
主体育馆、游泳馆将成为杭州集
体育、休闲、商业、娱乐为一体的
大型体育建筑综合体，同时将成
为杭州举办国内外大型体育活动
的现代化场馆，并成为杭州市新
的形象窗口。

杭州奥体中心主体育馆、游泳馆
通过主体结构验收

日本职业棒球联赛
计划6月下旬开赛

据新华社伦敦5月11日电 据
当地媒体11日消息，英超球队曼城
的母公司城市足球集团已收购比
利时乙级联赛球队洛默尔，这是该
集团旗下拥有的第九家俱乐部。
作为这笔交易的一部分，城市足球
集团将帮助洛默尔偿还175万英镑
（约1530万人民币）的债务。

城市足球集团在欧洲三个国
家和其他四大洲拥有全部或部分
俱乐部所有权，除了洛默尔外，还
包括英超的曼城、西班牙的赫罗
纳、美国的纽约城、澳大利亚的墨
尔本城、日本的横滨水手、中国的
四川九牛、印度的孟买城和乌拉圭
的蒙得维的亚城力矩（力矩竞技）。

“比利时是欧洲足球水平最高
的国家之一，我们很高兴洛默尔成
为集团的一员。”城市足球集团首席
执行官索里亚诺表示，这笔交易将
提高发掘比利时天才球员的机会。

曼城母公司收购
第九家俱乐部

据新华社东京5月11日电（记
者王子江）日本职业棒球联赛负责
人齐藤惇11日透露，因为新冠肺炎
疫情被推迟的新赛季计划在6月下
旬开赛。

齐藤惇透露，日本职棒的12支
球队当天举行了一次在线会议，大
家提出了在6月中旬至6月底开赛
的目标，并表示仍将为防止病毒感
染做好准备。

他还说，原定于7月举行的全
明星赛将取消，这也是自1951年以
来全明星赛首次无法举行。

当天日本职棒还与日本职业足
球联赛（简称J联赛）一起在线讨论
了防控疫情的问题。职棒所有球队
都认为，虽然定下了6月下旬开赛的
计划，但在考虑专家意见后，最终还
是决定暂时不确定具体开赛日期。

齐藤惇说：“我们将一直关注
疫情的发展，并将仔细评估疫情形
势，精心做好准备。如果所有条件
都已经具备，12支球队同意在6月
中到6月底之间择期开始新赛季。”

连日来，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文化创意企业的工人忙着加紧生
产，赶制销往德国、瑞士、乌克兰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订单。复工复产
以来，当地花边、蜡烛、玩具等企业通过研发设计特色文创产品，开展
线上线下定制和销售，满足海内外市场需求。图为5月12日，在位于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创新科技园的青岛国华工艺品有限公司，工人在
生产十二生肖题材的文创产品。 （新华社 梁孝鹏 摄）

赶制文创订单赶制文创订单 满足市场需求满足市场需求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记
者周 玮）2020 年 6 月 13 日是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届时，阿
里巴巴、京东、苏宁、拼多多、美
团、快手、东家等网络平台将联
合举办“非遗购物节”。

据了解，此次“非遗购物节”
得到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
遗产司，商务部流通发展司、电
子商务司，国务院扶贫办开发指
导司的支持。“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前后，非遗相关单位、企业和
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将在各网络
平台开展销售活动。同时，各地
也将在确保疫情防控安全的前
提下，在历史文化街区、非遗老
字号等场所组织开展丰富多彩、
形式多样的线下“非遗购物节”
活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

融入当代生活，让人民群众在非
遗购物体验中共同参与非遗保
护、共享非遗保护成果。

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
产司负责人表示，非遗门类众多，
涵盖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特别是
以传统工艺类非遗为主的产品，
植根于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有
着独特的魅力，符合当下多样
化、个性化、定制化消费的趋势
和潮流。同时，非遗在带动就业
方面有着独特优势，在脱贫攻坚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脱
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此时举办

“非遗购物节”，对于帮助广大非
遗传承人群、项目保护单位、非遗
扶贫就业工坊和非遗相关企业克
服疫情影响，推动复工复产，促进
社会消费具有积极意义。

“非遗购物节”将亮相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新华社呼和浩特5月11日
电（记者王 靖 安路蒙）记者从敖
汉旗委、旗政府获悉，约有1000
年历史的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
辽代武安州白塔抢救性加固于5
月11日完成，修缮工作将于5月
18日提交修缮方案后正式启动。

4月，辽代武安州白塔因修
缮滞后、存在损毁、面临倒塌等
情况，引发关注。对此，内蒙古
自治区高度重视，当地迅速搭
设脚手架，对面砖脱离等病害
进行排查，通过抢救性加固保
护白塔。

敖汉旗文化旅游体育局局
长张红民介绍，根据国家文物局
要求和专家意见，旗里确定了武
安州白塔的维修加固步骤。第
一步是进行抢救性加固，对塔身
用钢箍进行加固；在二层大檐和
塔身处，加钢绞线进行临时加

固；对塔顶采取防水和避雷措施
进行保护。以上工作已于5月
11日全部完成。第二步是完善
修缮方案并展开修缮。白塔修
缮方案将于5月18日提交内蒙
古自治区，接下来按照国家文物
局修缮规范要求和专家意见展
开修缮，将于年内完成。

辽代武安州白塔位于敖汉
旗丰收乡白塔子村，是一座八角
形密檐空心砖塔，塔刹部分已倒
塌，塔檐残存11级。敖汉旗博物
馆馆长田彦国介绍：“该塔为早
期辽塔形制，由于塔外壁曾抹白
灰，俗称‘白塔’。”据相关研究评
估称，该塔是现存辽塔里始建年
代最早、最具辽中期建塔特色，
且仅存的空心式砖塔，具有极高
研究价值。2013年，该塔及所在
地武安州遗址，被列入全国第七
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赤峰市千年辽塔抢救性加固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