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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标项目：宜兴市中堂小区物业管理
二、招标编号：YCWY2020002
三、项目基本情况：
中堂小区坐落于宜兴市东虹东路500号，其物业管理区域范围为：东至枫隐路，南至东

虹东路，西至临溪路，北至阳羡东路。小区规划总面积约151741.98平方米，设计户数约
794户。其中，住宅建筑面积约112041.37平方米，约794户；地下室面积约39700.61平方
米。

四、招标单位：中堂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
联系人：翟苏平 联系电话：18362332699
联系地址：宜城街道物管中心（5号楼1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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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5.上年度参与宜兴物业服务企业信用等级评定为C级及以上的企业投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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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投标单位须在苏锡常地区有7层以上带电梯住宅建筑的高层管理项目，且管理区域
的地上部分总建筑面积须达到5万平方米以上。

六、报名日期：2020年8月3日至8月5日（工作日：上午8:30—10:30，下午2:00—4:30）
七、报名地点：宜城街道物管中心（5号楼1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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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营业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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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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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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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任意一个月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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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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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分）如下：（以下材料报名时同时提供）
1.报名单位在苏锡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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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单位在苏锡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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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分，最多不超过5分。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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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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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两年内不允许在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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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兴市物业管理公开招标公告
一、招标项目：尚城学府、尚城金街
二、招标编号：YXQQ2020007
三、项目基本情况：
尚城学府、尚城金街小区位于宜兴市宜城街道夹板市场北侧，其物业管理区域范围为：

东至宜北路，南至陶瓷市场，西至规划道路，北至规划道路。小区规划总面积约363112.07
平方米，设计户数约2470户。其中，住宅建筑面积约235259.89平方米，约2111户；商业建
筑面积约27367.43平方米，约359户；地下室面积约94972.16平方米。

四、招标单位：宜兴海锡置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宗尽妙 联系电话：13861545811
联系地址：宜兴市宜城街道夹板市场北侧售楼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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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至8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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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誉记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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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海锡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9日

招标代理：苏州公诚建设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9日

尚城学府、尚城金街前期物业管理公开招标公告

习近平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五届理事会年会
视频会议开幕式上致辞，强调——

亚投行应该成为促进成员共同发展、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

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28日在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第五届理事会年会视频
会议开幕式上致辞。习近平向会
议表示祝贺，积极评价亚投行不断
发展壮大，指出亚投行应该成为促
进成员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新平台。各成员要聚
焦共同发展、勇于开拓创新、创造
最佳实践、坚持开放包容，把亚投
行打造成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的新
型多边开发银行、与时俱进的新型
发展实践平台、高标准的新型国际
合作机构和国际多边合作新典
范。中国始终支持和践行多边主
义，以开放、合作、共赢精神继续同
各成员一道支持和办好亚投行，为
国际社会应对风险挑战、实现共同
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在致辞中强调，2013

年年底，我代表中国提议筹建亚
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动亚洲
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深
化区域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开业
4年多来，亚投行坚持国际性、规
范性、高标准，实现良好开局，从最
初57个创始成员，发展到今天的
来自六大洲的102个成员，朋友圈
越来越大、好伙伴越来越多、合作
质量越来越高，展示了专业、高
效、廉洁的新型多边开发银行的
崭新形象。

习近平指出，全球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的实践表明，人类是休戚与
共、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唯有
相互支持、团结合作才是战胜危机
的人间正道。解决经济全球化进
程中出现的矛盾，各国应该努力形
成更加包容的全球治理、更加有效
的多边机制、更加积极的区域合

作。亚投行应该成为促进成员共
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新平台。

一是聚焦共同发展，把亚投行
打造成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的新型
多边开发银行。亚投行应该致力
于服务所有成员发展需求，提供更
多高质量、低成本、可持续的基础
设施投资，既要支持传统基础设
施，也要支持新型基础设施，为促
进亚洲及其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新动力。

二是勇于开拓创新，把亚投行
打造成与时俱进的新型发展实践
平台。亚投行应该创新发展理念、
业务模式、机构治理，通过灵活多
样的发展融资产品，促进互联互
通，推动绿色发展，支持技术进步。

三是创造最佳实践，把亚投行
打造成高标准的新型国际合作机

构。亚投行要把遵循国际通行标
准、尊重普遍发展规律同适应各成
员自身发展的实际需要有机结合
起来，创造国际发展合作最佳实
践。

四是坚持开放包容，把亚投行
打造成国际多边合作新典范。要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顺应世界
经济格局调整演变趋势，同更多发
展伙伴开展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一
体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
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
发展。

习近平最后强调，中国始终支
持多边主义、践行多边主义，以开
放、合作、共赢精神同世界各国共
谋发展。中国将继续同各成员一
道支持亚投行、办好亚投行，为国
际社会应对风险挑战、实现共同发
展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向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
重大工程安装启动仪式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国

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
重大工程安装启动仪式7月28
日在法国该组织总部举行。国
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科学无国界，
创新无止境。国际科技合作对
于应对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
具有重要意义。国际热核聚变
实验堆计划承载着人类和平利
用核聚变能的美好愿望，计划
实施以来，中方始终恪守国际
承诺，中国企业和科研人员勇
挑重担，与国际同行齐心协力，
为计划的顺利推进贡献了中国
智慧和中国力量。十多年来的

积极探索和实践充分证明，开
放交流是探索科学前沿的关键
路径。

习近平强调，当前，全球正
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
挑战，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需要携手前行、共克时艰。中方
愿继续同各方加强科研交流合
作，合力突破重大关键科学和技
术，推进全球科技创新，为增进
各国人民福祉、实现全球可持续
发展不断作出新贡献。

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
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影响最深
远的国际大科学工程，我国于
2006年正式签约加入该计划。

长江中下游
将进入高温少雨模式

据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记者高 敬）记者28日从中央气
象台获悉，随着雨带北抬，29日
后，长江中下游地区雨水明显减
弱，高温少雨天气将逐步上岗。

28日，江淮南部、江南等地
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未来
三天，天气主要以四川盆地、华
北、东北的降水以及江南中东
部、华南、内蒙古西部等地的高
温天气为主。台风方面，目前
看，今年7月“空台”的可能性更
大，具体情况还需持续关注。

预计28至 30日，四川盆地

南部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
雨，主要降雨时段在29至30日；
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
阵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内蒙
古中东部、山西、河北西部等地
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
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同时，江南中东部、华南、四
川盆地、云南北部和东南部、内
蒙古西部及新疆南疆盆地等地
有35℃以上高温天气，其中浙江
南部、江西南部、福建南部、广东
北部、新疆南疆盆地等地的部分
地区最高气温37至39℃。

2020年企业宽带和专线
平均资费降低15％

据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记者安 蓓）记者28日了解到，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近日
发布通知，明确主要针对企业实
施互联网接入宽带和专线降费，
并重点向中小企业和制造业倾
斜，整体上实现企业宽带和专线
平均资费降低15％。

根据《关于做好2020年降成
本重点工作的通知》，将减免小
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免征公共交
通运输、餐饮住宿、旅游娱乐、文
化体育等服务增值税政策实施
期限延长至今年年底。允许小
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所得税延缓
至明年缴纳。落实好今年以来
出台的减免民航发展基金、港口
建设费、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
金、文化事业建设费、国家电影
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和相关药品、
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费等政策。
坚决整治涉企违规收费。

通知指出，继续疏通货币政
策传导机制，灵活运用降准、公
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再贴现等货
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
裕。做好3000亿元抗疫专项再
贷款、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资
金和新增的1万亿元普惠性再贷
款再贴现额度的政策衔接。充
分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作用。
注重发挥定向工具作用。完善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融资工
具。切实提高金融服务效率。

通知明确，免征中小微企业
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会
保险单位缴费部分至年底。尽
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落
实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
策。鼓励有条件的地区适当提
高稳岗返还比例。缓解房屋租
金压力。继续降低用能用地成
本。推进物流降本增效。激励
企业内部挖潜。

目前，位于黑龙江省海林市的横道河子东北虎林园今年新出生的
东北虎萌宝已有两个多月大，只要天气好，这些活泼好动的萌宝就会
被送到室外的东北虎“幼儿园”游玩，在亲近自然的环境中茁壮成长。

图为7月28日，在横道河子东北虎林园的东北虎“幼儿园”，东北
虎萌宝在休息。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 摄）

东北虎萌宝茁壮成长东北虎萌宝茁壮成长

近年来，河北景县推动当地园林绿化产业化、可持续发展。该县发挥龙头企业辐射带动作用，流
转土地1050亩，建设集生产销售、科技发展、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综合性生态苗木基地。基地的20余
种苗木已绿化土地21000余亩，并为贫困户增加就业岗位，带动100多户、300余人就业。

图为河北景县怡景元苗圃（7月28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 摄）

园林绿化产业化园林绿化产业化就业脱贫乐开花就业脱贫乐开花

英国出现首例
动物确诊感染
新冠病毒病例

据新华社伦敦7月27日电
（记者张家伟）英国首席兽医官
克里斯蒂娜·米德尔米斯27日证
实，该国一只宠物猫被确诊感染
新冠病毒，这也是该国首例动物
确诊感染病例。

据英国政府介绍，这只宠
物猫22日接受相关检测，随后
确诊。猫的主人此前曾确诊
感染新冠病毒，所有证据都表
明它从主人身上感染了该病
毒。现阶段猫和主人都已经
康复。

英国政府说，目前没有证据
显示宠物或者其他家养动物会
把新冠病毒传给人。

米德尔米斯在一份声明中
说，这“非常罕见”，被感染的
动物仅有轻度症状并且数天内
就康复了，“我们会持续监测，
如果出现变化会及时更新有关
指南”。

美国能源部公布量子互联网发展战略蓝图
新华社华盛顿 7月 27 日电

（记者谭晶晶）美国能源部日前发
布一份报告，公布了量子互联网发
展的战略蓝图，提出要确保美国处
于全球量子竞赛的前列，引领通信
新时代。

这份报告称，基于量子力学的
通信系统是21世纪最重要的技术
前沿之一，科学家认为这种通信系
统原型将在10年内建成。量子传
输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信息传输时
难以被窃听，科学家计划借此来建
立一个“几乎不可破解的网络”。

今年2月，美国能源部下属各
国家实验室、大学及工业界人士
在纽约制定了这份战略蓝图，内
容包括要完成的核心研究、工程
和设计瓶颈以及近期要达成的目
标。能源部下属的17个国家实验
室将联网成为未来量子互联网的

骨干网，然后逐渐加入大学、私营
企业等。

报告称，量子互联网的核心研
究目标包括构建并整合量子网络
设备，确保量子信息持续安全传输
的路由，以及纠错等。打造全国性
量子互联网有4个关键里程碑：现
有光纤网络上安全量子协议的验
证、跨校园或城市发送量子纠缠信
息、拓展城市间的量子网络、通过
量子中继增强信号拓展州际量子
网络。

据报告介绍，能够更安全地控
制和传输信息的量子互联网目前
处于发展初始阶段，未来将对科
学、工业及国家安全相关关键领域
产生深远影响。量子互联网可能
首先在银行和医疗服务等行业推
广，应用于国家安全和航空通信领
域。最终，可在手机上使用的量子

互联网技术将对全球每个人的生
活产生广泛影响。

据介绍，今年2月，美能源部
下属阿尔贡国家实验室和芝加哥
大学的科学家在芝加哥郊区创建
了一个长约 83 公里的“量子环
路”，这是美国最长的陆基量子网
络之一。这一网络将与能源部下
属费米实验室连接，建成一个长约
129公里的试验平台。

能源部其他国家实验室也正
在推动量子网络及相关技术的发
展。比如，纽约州立大学斯托尼布
鲁克分校和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
室与总部设在劳伦斯伯克利国家
实验室的能源科学网络合作，已建
成长约129公里的量子网络试验
平台，且正积极将其拓展至纽约
州、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和洛斯阿拉
莫斯国家实验室。

俄罗斯战机
在黑海上空

拦截美军侦察机
新华社莫斯科7月27日电

（记者吴 刚）俄罗斯国防部网站
27日发布公告说，俄战机当天在
黑海上空拦截了一架试图抵近
俄边界的美军侦察机。

公告说，俄南部军区防空
雷达当天在黑海上空监测到
一架试图抵近俄边界的美军
P—8A“海神”巡逻机，随后派
出苏—27 歼击机升空拦截。
俄战机成功将美军 P—8A“海
神”巡逻机驱离，未使其侵犯
俄领空。

公告说，俄战机的飞行严格
遵守相关国际法，战机在完成拦
截任务后安全返回常驻地。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飞机经
常抵近俄边界进行侦查活动。
7月1日和14日，俄罗斯战机曾
对黑海上空的美军侦察机实施
拦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