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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帮菜文化博物馆(筹)位于湖氵父镇雅达小镇，由江苏宜兴旅游产
业集团负责建设运行。为丰富馆藏品，推动宜帮菜发扬光大，特向社
会各界征集与宜帮菜相关的文物史料，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集范围
1.器具：史前时期至今，宜兴境内发现和使用的烹饪器具和餐饮

器具，包括烹饪器具、餐具、水具、酒具和茶具等；
2.食材：反映宜兴发展特色的史前时期至今的各类食材；
3.饮食生产生活物品：酒楼饭馆茶肆和饮食生产企业的招牌匾

额、印章、商标、广告、账册、票证、各类荣誉等；
4.各个历史时期的饮食文献，餐饮档案，老菜谱老食单；
5.反映和记录江南、太湖流域饮食生活，餐饮业发展等方面的图

片、宣传画报、照片等；
6.反映和记录宜兴地区生产和饮食生活等方面的资料片、录音、

录像等。
二、征集方式
1.捐赠：收藏者本着自愿的原则，将合法拥有的文物、藏品捐赠并

被接收的，为捐赠者颁发证书，展出时标明捐赠人姓名。对捐赠具有重
要艺术价值、研究价值和科学价值藏品的单位或个人，给予奖励。

2.收购：按照自愿出售原则，由宜帮菜文化博物馆(筹)对拟收购

的藏品与收藏者签订协议后，予以收购。
3.代管：收藏者保留文物、藏品的所有权并愿意委托宜帮菜文化

博物馆(筹)代为保管的，双方签订书面协议，由宜帮菜文化博物馆(筹)
管理并无偿做好科学保护。在征得收藏者同意的前提下进行合理利
用，并按照收藏者意愿具名。收藏者在预约后，可随时查看托管文
物、史料。

4.复仿制：按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对
特别珍贵且收藏者欲自己保存原件的，在征得收藏者同意后，借助现
代科技手段，进行复仿制。

三、相关说明
1.资料、实物报送时，需附上文字说明，简要介绍年代、内容，并

注明姓名、联系电话。
2.报送的老物件须确无权属纠纷，无侵犯他人肖像权、著作权、

名誉权等行为。
四、征集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6月30日。
联系人:史优慧（手机13961536815，邮箱13961536815@163.

com）
江苏宜兴旅游产业集团
2020年5月15日

宜帮菜文化博物馆(筹)物品征集公告

本报讯（记者李 震 通讯员刘
毅）以前，这里是老旧杂乱的菜
场；不久后，这里将成为风景秀
美的公园。昨天，宜兴市融媒体
中心记者从丁蜀镇建设局获悉，
今年7月底，该镇西山农贸市场
旧址及周边地块，将被改造成

“西山口袋公园”（暂定名）并向市
民开放。

丁蜀镇西山农贸市场建于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东侧为丁山
北路，南侧为白宕河，西侧连接
工农桥，由于设施陈旧、环境较
差，近年来已无法适应群众需
求。对此，2018年，丁蜀镇在老
市场东南侧、丁山北路东侧重建
了现代化新市场。对于老市场
搬迁后空出的地块，该镇决定进
行综合改造。根据前期调查，该
地块周边多为住宅区及工厂等，
人口密度较大，公共活动空间较
少。对此，去年起，丁蜀镇启动
了西山市场旧址整体景观改造
工程，计划充分利用这片城市拆
迁腾退地，建起老城居民家门口
的公园。

据介绍，该公园充分依据地
形地貌、利用原有建筑等，共分五
个地块分区进行建设。其中，在

白宕河北岸，最西侧地块将原有
码头上用于卸货的楼梯改造为亲
水阶梯，并设置码头吊车雕塑，留
住城市记忆；紧挨着亲水阶梯的
原市场大棚，将被改造成含篮球
场、健身室等设施的社区健身中
心；再向东，则是露天广场和一座
江南园林风格的游廊；最东端入
口处将增设绿化组团、景观小品，
并建设五角亭，方便市民游玩休
息。在白宕河南岸，原地块建筑
拆除后将被改造成一个具有丁蜀

特色的中式院落——堆缸小院。
小院中主要种植香樟树等绿化，
围绕着树木布置一些装置水缸的
围树椅。同时，建起一座中式公
共建筑，作为社区活动中心，方便
居民尤其老年人聚会聊天、看书
下棋等。公园白宕河南、北两岸
区域，则由一座新增设的渡桥相
连。此外，改造工程还对老丁山
汽车站、居民楼等周边建筑进行
整体出新。

“现在工程进度已经过半，公

园面积约8000多平方米，承载着
展示老城地块历史形象的功能，
也给周边市民增加了一个休憩、
健身、交流的景观空间。”项目负
责人苍盛表示，“西山口袋公园”
只是丁蜀镇城市微更新的创新探
索之一。近年来，该镇坚持以人
为本，在城市微更新探索中利用
拆迁的腾退地，在大中街、南河浜
等处建设公园、广场、绿地等，有
效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受到居民
肯定和好评。

昔日农贸市场
将变身“口袋公园”

西山市场旧址整体景观改造工程7月完工

从“口袋公园”看城市精细管理之道
环境较差的老旧菜场变身

“ 口袋公园 ”，最直接的受惠者
是周边居民。身处老城区的居
民最缺的是公共空间，利用市场
迁建把原本拥挤杂乱的滨河空
间疏解出来，再精心提升改造还
之于民，丁蜀镇的做法值得学习
借鉴。

如今，环境和品质成为人们
选择居住地、目的地的重要指
标。很多人都认为，城市建设管

理不能一味做“加法”，而要“留
白增绿”。尤其在老城区改造
中，迁移、拆除了老旧设施后，如
何经济又实用地“补位 ”，体现
着城市管理者的巧思和执政为
民情怀。作为一种多功能型景
观，“口袋公园”分布在疏解后的
老城区空间中，承担了美化城
市、服务市民的多重功能，无疑
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样本之一。

笔者期待，全市各地有更

多这样的公园、场地出现，造福
群众。同时，笔者认为，要想充
分发挥“口袋公园”功能，“建”

“ 用”“ 管”三者缺一不可。除
了政府加大投入外，也可以通
过冠名、广告牌等形式，在建
设、管理等环节吸引社会力量
和资金加入，用专人、专项资金
维护管理公园，并建立完善长
效机制，让公园绿地更持久、更
好地服务群众。 （正 一）

近日，市消防救援大队组
织防火监督员前往夜间营业
的人员密集场所和单位，重点
对平面布局是否改变、消防设
施是否正常运行、消防控制室
值班人员是否持证在岗等情
况开展检查，及时督促整改消
防安全隐患，确保全市社会面
消防安全形势稳定。

图为5月25日晚，市消防
救援大队工作人员正在开展消
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

（记者 刘思俊 摄）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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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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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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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有关事宜
（1）竞买人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
（2）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通过互联网在宜兴市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进行。
（3）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的起始价中不包含地面建筑及附属设施的价格，地面建筑及附属设施的价格由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评

估后须竞得人另行支付。2020G019地块包含地面建筑物及附属设施，经评估，价值1137.82万元。
（4）竞买人在参加竞买前须取得项目评审意见。其项目需符合宜政办发[2019]49号文允许供地类项目的产业准入要求，且项目需属于江苏

省重点产业链项目。
（5）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文件。申请人可于 2020年5月26日至2020年6月14日 (有效工作日），通过宜兴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上的“网上交易”链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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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符合竞买条件的申请人可于 2020年6月15日9时到2020年6月23日15时30分在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网

上交易系统确定的银行中选择一家交纳）。提交竞买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20年6月23日15时30分 。提交竞买申请、保证
金交纳方式详见挂牌出让文件。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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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9时 至 2020年6月24日15时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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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竞得人需按《宜兴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成交确认书》的约定按时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土地使用权竞得人
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前需与地方政府签订《工业项目用地产出监管合同》，有关合同样本详见挂牌文件。《工业项目用地产出
监管合同》作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补充拥有同等效力。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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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本次挂牌出让地块的土地出让金不包括土地契税。
（11）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由宜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具体承办，并对本《公告》有解释权。
联系地址：宜兴市解放东路191号612室
联 系 人：孙女士
联系电话：0510—87920232
网上交易链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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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

宜兴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宜兴市工挂[2020]第11号

编号

2020G019

土地位置

徐舍镇长福村

土地面积
(平方米)

39311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产业准入条件

家具制造业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不小于1.0

绿地率
不小于10%

建筑密度
不大于50%

投资强度
（万元/亩）

300

总投资规模
（万元）

3000

出让年限
（年）

工业50年

起始价总价
（万元）

1338

保证金
（万元）

1338

增价幅度
(万元)

1

本报讯（记者倪 晶）昨天下
午，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扩大）
会议召开，听取并审议了市委教育
工作领导小组工作规则、市委教育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细则，全
面部署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今
年工作要点。市领导沈晓红、温秀
芳出席会议。

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于2019
年9月成立，为市委议事协调机构，
负责落实市委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
导，全市教育重大工作的整体谋划、
统筹协调和推进落实。会上，从机
构设置、职责任务、会议制度、工作
制度等方面，对领导小组相关工作
内容进行了规范。会议明确，今年，
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要推动全市
教育系统完成教育事业“十三五”规
划既定目标任务，指导编制全市教育
事业“十四五”规划，实施我市义务教

育、幼儿园布点规划，大力推进市东
氿小学、市特殊教育学校、市教师进
修幼儿园等重点项目建设，开工建
设市东氿中学，全面启动环科园、丁
蜀镇等区域重点教育项目等，并全
面深化我市与省教育学会的协作，
深入实施高品质教育五年行动计
划，切实提升我市教育品质。

会上，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沈晓
红要求，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相
关成员要提高工作站位，充分认识
成立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的重
要意义；要找准职能定位，切实履
行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的工作
职责；要明确工作方向，全面落实
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年度重点
任务，全面协调解决我市教育发展
中遇到的各项困难与问题，推动我
市教育高质量发展。

明确工作规则 提升教育品质

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

5月21日，位于徐
舍镇的市秀敏生态种养
专业合作社种植的双季
茭白开始采收，采收期
为1个多月。通过种植
双季茭白，提升了土地
利用率，延长了茭白市
场供应期，也增加了农
民收入，双季亩均经济
收入约1.5万元。图为
合作社员工在田间采收
茭白。

（通讯员 丁焕新 摄）

喜收茭白

本报讯（见习记者史思涵）昨
天，市人大常委会视察我市水利工
程建设情况。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周斌，副主任赵菊明、徐志军、朱保
强，党组成员许兴城、陈国强参加
视察。副市长周峰陪同视察。

视察组一行先后实地视察了
新庄街道曹家村水沟厅河河道综
合整治工程、新孟河延伸拓浚工程
二标段（万石镇）的建设情况，详细
了解了周边环境、建设过程中所遇
到的问题等。水沟厅河是湛渎港
的一级支浜，承担着重要的防洪、
灌溉任务，其河道综合整治工程于
2019年10月25日开工建设，目前
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河道水质及
周边环境改善明显。新孟河延伸
拓浚工程在宜兴境内总长19.67公
里，途经和桥、万石等4个镇，对于
保障流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
重要意义，不仅将有效增强区域水
资源配置能力和河网水体动力，还
能进一步缓解我市的防洪压力。

宜兴位于太湖西岸，境内河网

纵横交错、库塘星罗棋布，共有水
域面积375平方公里。近年来，我
市积极践行新时代治水理念，围绕
防洪保安、水环境治理、水利民生
等方面，系统实施水利工程，扎实
有序推进我市水利工程建设，有效
保障了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有力促
进了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

视察组充分肯定了我市在推
进水利工程建设上所作出的积极
努力。周斌表示，水利建设不仅
事关地方大局，更是惠民利民的
重要举措。为了更好地推动我市
水利工程建设，他要求相关部门要
坚持谋在长远，拓宽思路，综合施
策，长远规划，牢固树立大局意识
和协作意识，统筹推动水利事业；
要提升工程品质，抓好水利工程建
设进度，加强建设全过程质量管
理，注重建后管护，着力打造百年
大计；要加强支持保障，加大财政
投入，巩固技术基础，加强水利专
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全面夯实
水利基础。

市人大常委会视察水利工程建设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