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7月7日 星期二

值班编委：李 丽 责任编辑：王凌珏 组版：徐 鹏 视觉：鲁乾青 校对：陈黎云 电话：（0510）87992416 Email：yxrbxmt@163.com
综合 2 版Yixing Daily

一、招标项目：宜兴市湖光珑樾府
二、招标编号：YXQQ2020005
三、项目基本情况：
湖光珑樾府小区位于宜兴市袁桥路南侧、东氿大道东侧，其物业管理区域范围为：东至

现状空地，南至融域居住区，西至东氿大道绿化控制带，北至袁桥路东延段。小区规划总面积
约189277.17平方米，设计户数约1137 户。其中，住宅建筑面积约129251.37平方米，约
1137户；商业建筑面积约1518 平方米，约16户；地下室面积约54700平方米。

四、招标单位：宜兴港恒置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华莎 联系电话： 15895399772
联系地址：宜兴市经济开发区文庄路
代理单位：苏州公诚建设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宗萍 联系电话：17318801283
联系地址：宜兴市沧浦路56号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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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市物业管理中心办理备案手续；
4.上年度参与宜兴物业服务企业信用等级评定为C级及以上的（①外地企业已在宜参与

信用等级评定的以宜兴分公司评级为准，首次进入宜兴参与投标的需提供企业注册地物业行
政主管部门出具的诚信证明；②招标年度内在宜新注册成立的企业可不提供信用等级评定）；

5.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六、报名日期：2020年7月10日、7月13日、7月14日（工作日：上午8:30—10:30，下午

1:30—4:00）
七、报名地点：苏州公诚建设项目咨询有限公司宜兴分公司（宜兴市沧浦路56号三楼）
八、报名时须携带以下材料：
1.投标申请书。（文本样式请至宜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网站http://www.yixing.gov.

cn/jsj/index.shtml/下载）；
2.法人代表需携带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非法人代表需携带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

托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3.企业营业执照（有效期内）的正本或副本原件及复印件,如外地企业须提供《宜兴市外

来物业服务企业入市备案证明或备案申报表》复印件；
4.上年度企业参与宜兴市物业服务企业信用等级评定结果（外地企业已在宜参与信用等

级评定的以宜兴分公司评级为准，首次进入宜兴行政范围参与投标的需提供企业注册地物业

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诚信证明）
5.提交企业概况、经营管理业绩及企业近三个月中任意一个月（不含投标当月）财务状况

的报告一份（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6.拟派出的项目负责人的简历[同时提供项目负责人近三个月 (不含投标当月)依法缴纳

社会保障资金的凭据（相关主管部门证明或银行代扣证明）复印件]；
7.招标书售价：每份300元，在报名时收取（售后不退，招标活动终止的情况除外）。
注：只接受现场报名，以上提供的所有材料和复印件均须加盖报名单位公章。
九、资格预审及入围：本项目按照投标条件实行资格预审。当通过资格预审的报名企业

超过5家时，招标单位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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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合格的报名单位参加竞标（若出现同等分值资格预审合格报名单位，则由招标单位确定入
围单位），并向入围单位发出书面的《入围通知函》告知领取招标文件的方式。

综合评分标准（共17分）如下：（以下材料报名时同时提供）
1.报名单位在无锡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提供有效期内的全委托物业服务项目总建筑面积

达到15万㎡的加1分，达到30万㎡的加2分，达到60万㎡的加3分，达到100万㎡的加4分，
达到150万㎡的加5分，不累计加分。（提供合同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2.报名单位在无锡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服务的项目近三年内（不含投标年度）获得优秀示
范项目称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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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分，最多不超过5分。

3.报名单位上年度参与宜兴市物业服务企业信用等级评定为A级的加2分，B级的加0.5
分（外地企业已在宜参与信用等级评定的以宜兴分公司评级为准）

4.拟派任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有报名单位近三个月为其缴纳社保的证明并具有三年以
上管理类似项目管理经验（提供项目经验证明材料）的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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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2分。

5.投标单位承诺函。（下载网址http://www.yixing.gov.cn/jsj/index.shtml）
特此公告。
备注：
报名单位书面承诺提供材料真实有效，如发现报名单位提供虚假材料，经行政主管部门

查实：①若中标则取消中标资格，第二高得分者为中标单位，依次类推；②两年内不得在宜兴
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参与招投标；③信用系统进行失信计分。

招标单位：宜兴港恒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7月7日

招标代理：苏州公诚建设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2020年 7月7日

宜兴市湖光珑樾府前期物业管理公开招标公告

为满足工作需要，现宜兴市兴陶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拟招聘会计师4名。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岗位要求、报名条件及工资福利
（一）职位描述：
1.日常财务核算、会计凭证、出纳、涉税工

作；
2.审核公司财务报表、核对关联往来，能

进行财务分析。
（二）任职资格：
1.会计相关全日制专业，大学专科以上学

历，5年（含）以上财务工作经验，初级会计师
及以上职称；

2.熟练使用计算机及财务、办公软件；
3.自觉服从岗位安排和调动，爱岗敬业、

态度端正、工作严谨，具备良好的分析判断能
力、团队精神和沟通能力。

（三）其他要求：
年龄35周岁以下（含），宜兴市户籍，已婚

者优先。
（四）工资福利：
1.试用期3个月，试用期工资2050元/月。
2.正式用工期参考个人财务工作年限、资

格等级等内容，享受不低于公司一般工作人
员工资福利，缴纳五险一金。

二、报名办法
（一）报名程序
1.报名采用现场报名方式。
2.报名时间：2020年7月7日至7月14日（工

作日：上午8:00~11:00，下午1:30~4:30）。
3.报名地点：宜兴市兴陶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411办公室（宜兴市丁蜀镇东坡中路行政审
批局四楼）。

4.报名材料：⑴本人身份证、毕业证书、职
称证书、荣誉证书等原件与复印件；⑵报名时
应如实填写《2020年宜兴市兴陶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招聘用工人员报名登记表》（附件），并
交近期一寸正面免冠照片1张。

（二）报名注意事项
报考人员应如实填写提交相关信息，凡弄

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即取消面试及录用资格。
三、考试
1.考试形式为笔试、面试。笔试组织专场

开展（含财务专业知识、计算机实操两部分），
面试组织专场开展（含专业题、常识题）；之后
再按笔试占70%、面试占30%所得综合得分
作为考生最终成绩。具体笔试、面试时间和
地点另行通知。

2.考试注意事项：报考人员须带好本人身
份证、“锡康码”。

四、考察
1.考试综合成绩前四位者组织体检，体检

标准参照《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体检费
用自理。

2.对体检合格人员组织考察，根据考察结
果，确定拟录用对象。

五、录用

经体检、考察合格后，招聘单位确定录用
人员名单，办理相关录用手续，在职人员在办理
录用手续前须提供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
证明材料。录用人员实行劳动合同制管理，签
订《全日制劳动合同书》，约定3个月为试用期，
试用期满考核合格者，予以留用；不合格者将根
据相关规定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

六、纪律与监督
坚持贯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

招聘工作信息将在宜兴人才网（www.yxhr.
com.cn）、丁 蜀 镇 人 民 政 府 网 站（www.
yixing.gov.cn/dsz/）公布。报考人员请自行
下载报名登记表（附件）并填写好带至报名现
场。咨询电话：0510-87430576；监督电话：
0510-87402235/87406522。

七、本公告由宜兴市兴陶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负责解释。

宜兴市兴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7月5日

2020年宜兴市兴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招聘会计师信息
光大环保餐厨处理(宜兴)有限公司拟在新街街

道蒲墅镇建设“宜兴市厨余垃圾处理项目”，该项目
占地约22亩，分两期建设，总处理规模260吨/日。
项目主要采用分选预处理+三相分离的工艺技术，
生产过程中的废水、臭气及固渣均委托宜兴市生活
垃圾电厂协同处置。

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详见网络公
示（链接：http：//www.yixing.gov.cn/doc/2020/
07/06/864760.shtml）。如需查阅纸质报告书可与
建设单位联系。

征求意见的范围:本项目影响范围内关注本项
目建设的公众。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通过电话、信函、
电子邮件等的方式，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
单位。

建设单位：光大环保餐厨处理(宜兴)有限公司
联系人：薛经理 电话：0510-87350068

宜兴市厨余垃圾处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一、招生专业：
本科专业：会计学、经济学、金

融学、财务管理、工商管理、土木工
程、电子商务、法学、工程管理、文化
产业管理、化学工程与工艺、环境工
程、农业资源与环境、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电气自动化技术、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能源与动力工程、行
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艺术设计、
旅游管理、学前教育、小学教育、英
语、汉语言文学、数学、物理、化学、
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管理、美术学、
历史学、心理学、生物科学、地理科
学、体育、药学等。

专科专业：法律事务、小学教
育、建筑工程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

技术、学前教育、幼儿发展与健康管
理、会计、工商企业管理、行政管理、
机电一体化技术等。

二、招生院校：
国家开放大学、江苏开放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福建
师范大学

三、报名办法：
1.参加开放教育的学习需到宜

兴开放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进行现场
报名，报名时带好审核材料：身份证
原件、毕业证原件。

2.现场报名地址：宜兴市教育
西路29号（宜兴开放大学继续教育
学院内2号楼104室、105室）。

3.参加西安交通大学、大连理

工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的学习可以
通过下面微信二维码扫码报名。

4.开放联系人：15312208672、
15312209978（微信同号）

5.奥鹏联系人：15961586968、
15312209150（微信同号）

宜兴开放大学
2020年6月30日

宜兴开放大学2020年秋季成人学历教育招生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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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位于西渚镇的白塔村党建展示馆内，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日均到访超800人次。该展馆于今年上半年开始试
运行，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总投资800余万元，设有领航产业发展厅、领航生态发展厅等展厅。展馆内利用展板、影视、互动等
多种展陈手段，展现了白塔村在党建引领下，生态、农业、文化、旅游四大产业的发展成果。 （记者 翟霄帆 摄）

7月6日下午5时，这个时间，小
学生们按理都放学回家了，但在位
于丁蜀镇的市紫砂小学的校园里，
依然十分热闹。这是校长郑法娣为
学生们开设的“小桔灯儿童课外守
护家园”，让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们放
学后有了“归宿”，填补“管理真空”，
解决了家长们的后顾之忧。

丁蜀镇外来人员众多，由于不
想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很多外
来务工人员将子女带到宜兴来上
学。但由于父母忙于生计，很少有
时间看管孩子，导致有些孩子放学
后和节假日无人照看，出现管理

“真空期”。
市紫砂小学共有25个班级，

1200多名学生都是外来务工人员
子女。如何让这些孩子更好、更安
全地度过这段“真空期”，郑法娣从
20年前刚开始办学时就思考了。

“没时间管孩子，在外来务工人员
中很普遍。孩子们失管失教，很容
易出现家庭作业错漏，学习成绩下
降的情况，甚至还会有安全隐患。”
郑法娣说，“刚开始时，有学生放学
后没人来接，我就会把他们留在我
的办公室和他们一起等家长，但有
时留下的学生多了，办公室就太拥
挤了。”于是，郑法娣做了一个特别
的决定——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开设课后看护班，在每天放学后，
免费为他们开辟教室，由老师们轮
流值班看护。

免费的课后看护班受到了学
生和家长们的广泛好评。五（5）班
学生吁晨曦的父母都在丁蜀镇的
企业里上班。下午4点多，孩子就
放学了，可他们一般要到晚6点才
能下班。这尴尬的时间差让他们
很犯愁。后来，他们把爷爷奶奶从

老家接来照看孩子，但老人文化程
度不高，根本无法辅导功课。“校外
托管班费用太高，我们也负担不
起。之前每天放学，她总是独自回
家做作业，遇到难题没人可以请
教，作业做得对不对也不知道。”吁
晨曦的父亲吁军文说。得知学校
开设了免费课后看护班后，吁军文
第一时间就为孩子报了名。如今，
吁晨曦每天放学后留在学校做作
业，遇到难题直接请教老师，学习
成绩有了很大进步。吁军文说：

“学校课后有专人管理、辅导，孩子
安全有保障，也不会孤单，这让我
放心多了。”

经过几年的运作，眼下，市紫
砂小学有95%的学生都参加了课
后看护班，学校里25间教室全部
开放，带班老师们也纷纷主动延时
下班，直到最后一名学生被家长接
走。眼看着学生们课后管理“真空
期”的难题被破解，郑法娣喜在心
头，她还给这项服务取了一个温馨
的名字——“小桔灯儿童课外守护
家园”。考虑到学生们在校时间
长，可能会饿，每天下午，郑法娣还

会到学校食堂帮忙，为学生们做些
点心。课后问题是解决了，但节假
日期间，学生在家无人看管怎么
办？于是，郑法娣又把“守护家园”
延伸到了周末和暑假。在她的带
领下，学校老师也把学生们当做自
己的孩子一样疼爱。四（3）班的班
主任范瑾琦发现班上经常有孩子
不吃早餐，于是她便自掏腰包购买
一些饼干、糕点放在教室里，供孩
子们食用；5月，袁灵芝老师班上
有一名学生的家长临时赶回了老
家，为了不影响孩子学习，袁老师
主动提出，把学生带回自己家中照
顾……

“小桔灯儿童课外守护家园”
开设以来，郑法娣经常听到学生家
长对老师表达感谢之情，她觉得心
里很温暖，她说：“城市的发展需要
我们每一个人尽心尽力，当然离不
开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付出。能
让他们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爱和温
暖，我很满足。”未来，郑法娣会努
力把“守护家园”办得更好，给外来
务工人员子女提供一个更为温馨
的“港湾”。

温暖“小桔灯”
点亮课外时间

□记者何洁蕾

本报讯（记者倪 晶）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全国高考
时间推迟一个月，于今天全面展
开。昨天下午，副市长温秀芳带
领市教育局、市卫生健康委、市
公安局等部门相关负责人，对我
市部分高考考点和食宿点的考
前准备工作进行了检查。

在江苏省宜兴第一中学、市
第二高级中学考点，温秀芳一行
详细查看了考场、考务室、监控
室等地，要求做好高考疫情防控
和考试安全各项工作。在考生
入住的宜兴宾馆、荆溪宾馆等
地，温秀芳一行查看了相关食宿
设施，要求酒店确保考生入住期
间的舒适安静。来到市招办，温

秀芳一行在江苏省宜兴市教育
考试指挥中心，详细了解了高考
考务组织、试卷保密、考场监控
等各项准备工作情况，远程查看
了4个考点的实时监控。

检查中，温秀芳指出，今年
高考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
一次大考，责任重大，这对相关
准备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她
要求，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周
密安排、严格管理，切实做好高
考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确保高考
顺利进行；要细致考虑、细化服
务，认真做好卫生安全、交通安
全等后勤保障工作，为考生营造
良好的考试环境，确保高考工作
万无一失。

市领导检查高考备考情况

本报讯（通讯员徐 徐）7月4
日，无锡市“太湖人才计划”路演
评审在江南大学主会场及宜兴、
江阴等8个分会场同时进行。路
演评审首次创新采用“线下考
察+线上路演”方式进行。

“太湖人才计划”是无锡市级
层面引进、培养和服务人才的标
志性人才工程。宜兴分会场由宜
兴市人才办、科技局、工业和信息
化局、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等5个部门共同承办。今年，
我市入围无锡市“太湖人才计划”
路演评审科技创新创业领军人才
（团队）31个、高级经营管理人才
3个、先进制造技能领军人才2
个、乡土大师工作室1个、高端会
计人才1个、优秀医学团队1个，
入围项目总数是去年的近四倍，
涵盖新材料、节能环保、新一代信

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领
域，其中，先进制造技能领军人
才、高端会计人才实现入围零突
破。本次路演评审在落实好疫情
防控措施的基础上，来自各行各
业的专家评委，以专业的眼光、科
学的方法，推举优秀人才，遴选优
质项目，打造产业提质增效“人才
强引擎”。

近年来，我市协同实施“太湖
人才计划”和“陶都英才计划”，支
持力度不断加大，创业团队最高
可获得5000万元扶持资金，创新
团队最高可获得3000万元扶持资
金，创业人才最高可获得800万元
扶持资金，创新人才最高可获得
500万元扶持资金。同时，医学、
教育等高端人才，高级经营管理
人才，高技能人才，乡土人才等最
高可获得200万元扶持资金。

线下考察+线上路演

“太湖人才计划”
路演评审出“新招”

杜鹃花开杜鹃花开——
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在宜兴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在宜兴

本报讯（记者刘思俊）7月6
日，我市召开防汛抗旱指挥部应
急会议，对全市防汛应急工作，特
别是高考期间城市内涝防御工
作，进行再落实。会后，副市长周
峰带队察看了防汛应急队伍值守
工作和应急物资、装备准备情况。

会议听取了当前我市水情、
雨情、汛期水位和防汛应急值守、
物资装备准备等有关情况汇报，
并细化了城区积水点值守排涝工
作值守安排，加强了部门联动保
障。会上，周峰强调，各地各有关
部门要“分”“统”结合强化应急指
挥调度，做好统一指挥调度工作，
规范科学准确做好信息报送和发
布；要重点做好城市内涝防御工
作，将高考期间保障工作作为重
中之重，加强部门间的信息共享
和会商研判，及时掌握汛情动态、
发布预警信息，把好重点部位关，
提高快速排涝能力，确保防洪安

全和城市正常运转；要加强工程
调度和堤防巡查，对引洪河道两
侧、圩区、水库塘坝等重点区域加
强值守，细化防洪调度方案，防止
次生灾害发生；要加强应急值守，
加强应急演练，做好人员准备和
物资装备准备。

会后，周峰一行先后前往省
消防救援队伍高风险区域（无
锡）抗洪抢险力量前置备勤点、
驻宜武警某部，察看了相关防汛
应急队伍准备和物资装备准备
情况。在省消防救援队伍高风
险区域（无锡）抗洪抢险力量前
置备勤点，周峰仔细询问了消防
救援力量队伍和装备值守情况，
并察看了相关防汛装备。在驻
宜武警某部，周峰在听取武警官
兵队伍介绍和值守情况后，观看
了舟桥、排涝车等装备。部队相
关首长表示，将全力配合地方做
好防汛应急工作。

扎实做好防汛应急准备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