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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招投标宜兴招投标

□□ 工作动态工作动态□□

本报讯（记者韩良华 通讯员莫
豫峰）近日，市文教创业中心陶艺实
践基地的空调工程中标通知书，通
过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交易平
台发放至中标人，这是我市工程招标
项目发出的首张电子中标通知书，此
举实现了中标通知书的无纸化在线
发放。至此，我市工程项目招投标，
从标书制作、标书上传、开评标、中
标结果公示到中标通知书发放基本
实现了全程电子化运作，为招投标
参与各方提供了极大便利。

工程项目招投标，由于体量
大，相当部分又涉及民生工程，社
会关注度高，做好工程项目交易工
作显得尤为重要。对此，近年来，

市招管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在
加强内部管理的同时，采取了工程
项目招投标一系列电子化运作的
措施，提升了招投标的效率，促进
了招投标的公开公平公正。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在构建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电子化
开评标系统的基础上，采取招标文
件、投标文件的电子化制作形式，
标书均采用加密形式进行制作和
上传。招投标时，必须进行解密方
可开展交易，使标书制作和上传更
趋严密规范和快捷高效。同时，投
标人交纳投标保证金时，利用网络
平台交纳，实现了线下交纳向线上
交纳的转变，方便了投标人，提高

了工作效率。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去年

11月份，我市启动了工程项目“不
见面”开标系统平台建设。“不见
面”开标，将传统的实体开标场所
搬到网上，打造一个场景式网上

“不见面”开标大厅，通过场景式导
航、视频进行交互服务。通过该系
统，身处全国各地的投标人在网络
覆盖到的任意地点都能参加开标，
不必再赶到宜兴，可在线实时参与
开标过程，自行解密投标文件、在线
提出异议、查看开标结果等。

今年3月6日，我市首个利用
“不见面”开标系统进行开标的工
程项目为宜兴市公安局3400kVA

改造配电工程项目，在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成功开标。“不见面”开标
系统的成功应用，不仅有利于疫情
防控，而且节约了投标企业到现场
参加开标会所产生的交通、住宿等
费用，对于降低招投标成本、减少
开标风险、提高工作效率等都具有
积极意义。

据统计，截至7月21日，我市
共有179个工程招投标项目运用了

“不见面”开标，交易金额共25.86
亿元。该系统开标的项目涵盖建
设、交通、水利等不同工程，施工、
货物、服务等不同类别，在无锡地
区率先实现所有工程项目“不见
面”开标全覆盖。

让数据多跑路 把方便留企业

我市工程招标项目发出
首张电子中标通知书

近日，市招管办就“不见面”开标系统运行4个多月来的情况组织召开座
谈会（如图）。来自我市16家投标企业代表，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和国泰新点软件公司相关负责人参加了座谈。

大家充分肯定了“不见面”开标系统对提高招投标效率发挥的作用，对
进一步优化系统提出了建议。

（通讯员闵国兴/文黄烨/摄）

相关部门组织开展
标后监管联合检查

本报讯（通讯员肖 雯）日
前，市招管办联合市监委，市住
房城乡建设局、市审计局等市建
设领域市场信用体系建设领导
小组成员单位，对我市部分政府
投资项目进行了标后监管联合
检查。

本次检查随机抽取了12个
标段。检查结束后，检查小组将

标后检查情况形成书面报告报
送给了相关部门，同时向各建设
单位发出《标后监管联合检查情
况反馈意见书》。

目前，市招管办正督促相关
单位对存在问题进行整改，并对
整改情况进行复查，从而增强公
共资源交易各方主体诚信履约
意识。

“不见面”开标座谈会

近日，市招管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了工程招标代理机构从业
人员业务知识考试（如图），以进一步落实我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
构考评管理要求，促进我市招标代理人员业务能力的提升。来自全市35
家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的250余名业务人员参加了考试。

（通讯员 徐 伟/文黄烨/摄）

市招管办举办
工程总承包招标业务培训

招标代理业务考试

本报讯（通讯员吴天昀）近
日，市招管办组织开展了工程
总承包招标业务培训。本市相
关部门、各镇（园区、街道）、招
标代理机构负责工程招投标的
分管领导以及业务人员共 150
多人参加了培训。

江苏恒泰建设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修红斌董事长应邀为参训人
员授课。他重点解读了工程总承
包相关政策文件，对工程总承包招

标方案制定时需要注意的事项提
出了建议。会上，修红斌还与参会
人员就工程总承包招投标过程中
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交流。

通过此次培训，招标人、招
标代理机构人员提高了对工程
总承包发包方式的认识，对如何
开展好工程总承包招投标工作
有了更清晰的思路和方法，为规
范我市工程总承包项目招投标
活动起到了积极作用。

工程总承包招标业务培训工程总承包招标业务培训（（通讯员通讯员 黄黄 烨烨 摄摄））

25日晚，2020赛季中超联赛
拉开帷幕。历经漫长等待，无数球
迷内心的激情和渴望在一夜之间
得以释放，中超归来，唤燃亿心！

作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职业
体育赛事，中超开赛是国内体育产
业全面复苏的重要标志。来之不
易的复赛，牵动无数人心，引发各
方热议。

攻入中超复赛首球的恒大球
员韦世豪坦言，空场比赛还是有些
不适应，很期待球迷的回归；苏州
赛区揭幕战中进球的卓尔球员刘
云也表示，第一次面对长时间封闭
式的赛会制比赛，必须做好思想上
的准备。

面对全新赛制，不仅是球员，
教练员同样面临着不小的考验。
卓尔主教练何塞说：“球员们面对
每一场比赛都会全神贯注地投入，
但比赛密度确实很大，需要提前进
行调整。”江苏苏宁主教练奥拉罗尤
表示，新赛季充满挑战，但球队会尽
最大努力解决问题、赢得比赛。

面对全新挑战，哪支球队会
脱颖而出？体育解说员韩乔生表
达了自己的见解：“最终决定谁能
夺冠的不是谁的杯赛经验多，而
是谁的综合实力强，也就是板凳
厚度、人员调配广度、控制伤病的
能力。”

西班牙人队球员武磊向中超
送来祝福：“疫情期间球员们一直
在努力训练，是真爱让他们坚持。

要珍惜现在、努力将来，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体育评论员黄健翔强调了中
超回归不容忽视的社会意义。他
表示，中超重启是我国防疫能力的

体现，是社会经济和民众生活重回
正常的重大信号，中超要以精彩的
比赛来承担起这份社会责任。

中超开赛同样引发众多网友
热议。“中超终于回来了”“中超唤

燃亿心”“中超是人民群众的刚需”
等观点不一而足，球迷们的感慨霎
时间“燃爆”全网，让中超正能量在

“云端”传递。
（据新华社）

中超回归，唤燃亿心！
——各方热议中超开赛

7月26日，在2020赛季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大连赛区）第一轮比赛中，山东鲁能泰山队以3比2战胜
大连人队。图为山东鲁能泰山队球员郭雨田（左）与大连人队球员拉尔森拼抢。 （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 摄）

据新华社南京7月26日电
（记者王恒志 赵久龙）2020年江
苏省老年人体育节启动仪式26
日在南京举行。本届体育节持
续3个多月，将在全省各地开展
形式多样的老年人健身、展示和
比赛活动。

创办于2006年的江苏省老
年人体育节，已是连续第十五年
举办。十五年来，老年人体育节

内容不断丰富、覆盖面不断扩
大、影响力持续提升，每年参与
人次达数百万，已经成为江苏群
众体育的品牌活动。本届体育
节以“决胜小康 快乐健康”为主
题，按照集中与分散、线上与线
下相结合的形式，以分散为主、
基层为主举办活动。

当日的启动仪式首次采用
线上直播的方式举行。

2020年江苏省老年人体育节启动
据新华社南京7月26日电（记

者王恒志）国际象棋传奇明星赛北
京时间26日结束第五轮较量，中国
棋手丁立人不敌俄罗斯老棋王克
拉姆尼克，五战仅取一胜，晋级机
会渺茫。

虽然世界排名高居第三，但本
次赛事丁立人状态低迷，前三轮遭
遇连败，直到第四轮才取得首胜。
本轮他面对状态出色的克拉姆尼

克，未能取得连胜。前两局两人各
胜一局，第三局弈和，关键的第四
局下至残局阶段，子力位置不佳的
丁立人被一路逼入绝境，至63回合
告负。五轮过后，丁立人一胜四负
排名倒数第二，基本失去晋级四强
的可能。

本次比赛将于8月5日结束，此
前三站赛事，卡尔森独得两冠，俄罗
斯棋手杜波夫获得第二站冠军。

国际象棋传奇明星赛丁立人无缘连胜

新华社上海7月25日电（记
者郭敬丹 吴振东）记者近日从
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获悉，该
馆在馆藏图书中发现一本1920
年8月在上海出版的首版《共产
党宣言》中文全译本。此前，这
本被称为“红色中华第一书”的
小册子首版在全国仅发现11本，
上海存有4本。

《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
译本由陈望道于1920年4月译
出，其后在上海的又新印刷所印
刷，首版共印1000册。其封面为
红色，高18.1厘米，宽12.4厘米，
印有马克思的照片。由于排版
疏忽，封面书名“共产党宣言”错
印成“共党产宣言”。1920年 9
月，该书出版第二版，书名更正，
封面为蓝色。

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馆
长钱运春说，近期，图书馆整理
馆内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传播的相关出版物，在此

过程中发现了这本《共产党宣
言》。发现时，该书封面外覆有
一层牛皮纸，封面左上角写有

“敬赠岫庐先生”，中间有“上海
财政经济学院图书馆藏书”蓝
色印章，扉页下方有“岫庐藏
书”印章。图书馆研究人员根
据书上印章、字迹等信息推断，
该藏本系商务印书馆原总经理
王云五（号岫庐）旧藏，后捐赠
给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上海新校
图书馆，并于20世纪50年代院
系调整期间被收入上海社科院
图书馆。

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徐建刚说，一百年前，《共产党宣
言》的翻译和出版让科学社会主
义的标志性著作在中国传播开
来，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有重要
意义。此次上海新发现一本首
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也
再次表明上海作为马克思主义
中国早期传播地的重要性。

上海新发现一本
《共产党宣言》首版中文全译本

据新华社兰州7月26日电
（记者崔翰超 马希平）日前，53
岁的嘉禾博物馆馆长王积稼端
坐桌旁，挥毫写下“金石可人 博
物友我”。

位于甘肃平凉市庄浪县的
这家博物馆，“回放”着往昔时
光。博物馆展出的，尽是马镫、
铜锁、砚台、砖雕、黑胶留声机等
老物件。“收藏是我的毕生爱好，
这些都是我30多年来收集的宝
贝。”王积稼戴着一副框架眼镜，
穿一袭长袍，但他真正的身份是
农民。

王积稼自小喜欢读书。上
高中时，偶然在家里的箱底发现
一捆年代久远的纸张。原来，是
祖上用过的地契等票据。他由
此迷上了老物件。

高考失利后，王积稼继续在
家耕读。劳作、读书之余，他奔
波在旧书摊、废品收购站、街坊
四邻处捡漏寻宝。书籍杂志、日

用百货、农具家具等，成为寻访
目标。

在王积稼眼里，不管是风
箱、锄头，还是蒸笼，都带着属于
一个时代的独特印记，唤起过来
人的情感记忆。

多年的收藏让王积稼的家
成了“宝库”。王积稼决定在自
家建博物馆。

“不能忘了那个物质条件匮
乏、为生活拼搏的时代。”他说。

2017年起，王积稼从银行和
亲朋好友那里贷款、借款，开始建
博物馆。2019年，嘉禾博物馆正
式开馆。500多平方米的展馆空
间分14个主题展区，从毕业证到
结婚证，从奶奶的嫁妆箱到爷爷
的烟锅子……2万多件藏品，诉说
着几代人的生活故事与记忆。

王积稼告诉记者，他刚刚参
加了一个短视频培训班，表示要
学会新技术，玩新媒体，让老物
件散发新魅力。

“见”往知来——

农民王积稼和他的家庭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