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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0年9月24日上午 9 时整，通过洪力网拍卖平台（微信公众号：洪
力拍，电脑PC端：www.honglipai.net）公开拍卖坐落于宜兴市丁蜀镇潜洛村西施路241号部
分厂房，具体如下：

一、拍卖标的：宜兴市丁蜀镇潜洛村西施路241号厂房，资产明细如下：

现标的土地性质为工业出让，配套设施以现状为准，厂房现租赁。
二、看样时间：公告即日起接受咨询看样
本次拍卖只接受线下报名，线上报名无效。
三、报名条件：
1.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法人或自然人，均可参加竞拍。
2.符合江苏宜兴陶瓷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的产业政策（限制化工类）。
3.凡有意向者带好所需资料，自然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人：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原件

及复印件、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单位公章、委托代理文件及代理人身份证等，经本公司审核
后，缴纳150万元竞拍保证金至无锡欣荣拍卖有限公司（账户名：无锡欣荣拍卖有限公司 账
号：394000698013000097412开户行：交通银行宜兴城北支行），款项到账后方能办理竞拍登
记手续（以实际到账为准）

四、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0年9月 23日下午4：30截止
五、报名地点：宜兴市宜城街道沧铺社区服务中心四楼
六、咨询电话：13901535926 18036061200

无锡欣荣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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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厂房拍卖公告

宜兴市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免名单
（2020年8月31日宜兴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决定任命：
陈寿彬同志为宜兴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李长青同志为宜兴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免 去：
蒋惠清同志的宜兴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职务；
钱伟兴同志的宜兴市公用事业管理局局长职务。

宜兴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
（2020年8月31日宜兴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任 命：
方海明同志为宜兴市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

判员。
免 去：

张宏伟同志的宜兴市人民法院丁蜀人民法庭庭长职务；
芮俊燕同志的宜兴市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姚剑梅同志的宜兴市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葛蕴芸锦绣同志的宜兴市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宜兴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张立军同志
辞去宜兴市市长职务请求的决定

（2020年8月31日宜兴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宜兴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一次会议决定：接受张立军同志辞去宜兴市市长职务的请求，
同意张立军同志辞去宜兴市市长职务，并报市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宜兴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王英同志
辞去宜兴市人民法院院长等职务请求的决定

（2020年8月31日宜兴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宜兴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定：接受王英同志辞去宜兴市人民法院
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的请求，同意王英同志辞去宜
兴市人民法院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并报市人民代
表大会备案。

宜兴市人大常委会关于陈寿彬同志
代理宜兴市市长职务的决定

（2020年8月31日宜兴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宜兴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定：陈寿彬同志代理宜兴市市长职务。

宜兴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方海明同志
代理宜兴市人民法院院长职务的决定

（2020年8月31日宜兴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宜兴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定：方海明同志代理宜兴市人民法院院
长职务。

本报讯（记者赵 辉）为推动农
村物流高质量发展，提升农村物流
整体服务水平，培育一批农村物流
龙头企业，日前，我市制定出台《宜
兴市农村物流示范县创建试点企
业认定考核管理办法》，规定考核
合格的试点企业优先享受省市相
关扶持政策。

去年年底，省交通运输厅发布
农村物流示范县（市、区）创建名
单，我市及南京市江宁区、高淳区
等7个县（市、区）入选。按照创建
要求，我市结合实际，制定相应管
理办法，以切实培育一批运作高
效、服务专业的农村物流龙头企
业，规范和加强农村物流示范县创
建试点企业的认定和考核工作。

据了解，试点企业是指农村物
流三级节点体系完善、运作规范、
模式先进，能够体现规模化、专业
化、信息化、创新化发展，具有一定

示范作用的农村物流企业。按要
求，试点企业要投入营运1个及以
上县级农村物流中心，8个及以上
乡镇或村级农村物流服务点；能够
有效整合各类货源，开展集中配
送、共同配送等运输组织模式；本
企业从事农村物流的车辆达到10
辆（含）以上（含自有和租赁车辆，
不含电动三轮车）等。

按规定，符合条件的企业应向
市交通运输局提出申请，收到申请
材料后，该部门采取材料审核、实
地调查等多种形式进行审查。农
村物流示范企业实行动态管理，考
核指标为试点企业在农村物流示
范县创建过程中，农村物流网络节
点、运作模式、装备设备、信息化水
平等方面的任务完成情况；试点企
业农村物流节点是否采用统一标
识标牌；创建期内无较重及以上失
信记录等。

本报讯（记者刘思俊）昨天，
丁山派出所新址启用暨宜兴交警
铁骑、特警巡控授旗仪式举行。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朱晓晔，副
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周杰出席活
动，并为丁山派出所揭牌。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和上
级公安机关的坚强领导，各相关
部门、各镇（园区、街道）以及社会
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全市公安机
关紧扣形势要求，抢抓发展机遇，
大力加强公安基层基础建设，取
得了显著成果。经过三年建设，
丁山派出所迁址改建工程现已全
面建成。同时，为进一步优化城
市交通管理，强化社会面治安管
控，深入实施改革强警战略，市公
安部门择优招录了44名精英队
员，配备42辆大排量高端警用摩
托车和2辆全地形车，组建了宜兴
交警铁骑和特警巡控队伍，作为

巡逻执法的尖刀利刃和应急处突
的先锋力量。未来，这两支具有
快速、灵活、机动等优势的铁骑队
伍，将在社会治安、交通执法、服
务群众、应急处突等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

在随后召开的全市新时代治
安防控体系智能化建设部署会
上，朱晓晔要求，全市各相关部
门、各镇（园区、街道）和基层公安
所队要在思想认识上再提高，在
推进落实上再提速，在群防群治
上再加码，在安全运维上再加力，
扎实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智能
化建设，不断提高动态化、信息化
条件下的社会治安管控能力，推
动平安宜兴建设迈上新台阶，为
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
建设“强富美高”新宜兴、当好全
省高质量发展领跑者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本报讯（记者史思涵）昨天下
午，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
并结合会前视察情况，对全市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开展专题询
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斌，副
主任赵菊明、徐志军、朱保强，党
组成员许兴城及委员共31人出席
会议，副市长周峰列席会议。

会前，市人大常委会视察组
一行就规划布局、农房改建、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先后实地
考察并了解了张渚镇芙蓉村石罗
墩自然村、新庄街道新庄社区男
留自然村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情
况。近年来，市政府认真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的重要指示精神，把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要内容，以“一推三治五化”
专项行动为总抓手，全面推进农
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建成了一
批特色鲜明、省内领先的美丽乡
村示范村和特色田园乡村。2019
年，我市荣获省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评估第一等次、无锡市考
核第二名。

会上，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对
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情况
进行了专题询问，市人大常委会
委员、列席会议的镇街人大负责
人及市人大代表等，围绕农村垃

圾处理、农村水环境整治、财政资
金保障等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过程
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接连发问，市
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现场一一回
应，不推诿、不回避，摆事实、谈措
施，有效化解了疑问、凝聚了共
识，切实增强了人大监督实效。

据了解，采用“视察+询问”的
方式对“一府两院”专项工作进行
监督，是市人大常委会对“询问+”
组合监督模式的深化和探索，进
一步拓展了人大监督作用的深度
和广度。会前，市人大常委会视
察和专题询问工作组还深入各职
能部门和基层一线开展走访调
研，召开了7次专题座谈会研究难
点问题，并公开征求了社会各界
的意见建议。

为进一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周斌要求，相关部门要
统筹发展规划、政策资源、考核体
系，科学谋划，凝聚同心同向的工
作合力，推动农村人居环境高质
高效得到提升；要找准短板、精准
施策，集中力量、分步推进，树好
典型、以点带面，谋划扬长补短的
工作举措，切实把各项整治措施
落实落细；要不断加强长效机制
建设，增加投入保障，健全管理机
制，坚持群策群力，形成民建、民
管、民享的良好氛围，确保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长效运行。

针对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情况

市人大常委会
开展视察和专题询问

推进新时代治安防控体系
智能化建设

我市将培育
一批农村物流龙头企业
相关考核管理办法日前出台

今年以来，位于丁蜀镇的江苏宜翔陶瓷科技有限公司投入500余万元，
引进国内最先进的全自动成型滚压生产线。这条智能生产线实现了泥料投
喂、滚压成型、瓶体上釉等一次性完成，不仅提高了流水线的生产效率、产品
品质，而且大大减少了用工量。目前，该生产线日产各色酒瓶一万余只。图为
近日，工作人员在智能全自动成型滚压生产线上作业。（见习记者鲍祎珺摄）

智能生产线促发展智能生产线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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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

一、招标项目：逸时代广场
二、招标编号：YXQQ2020010
三、项目基本情况：
逸时代广场小区位于宜兴市高塍镇远东大道北侧、环

保城东侧，其物业管理区域范围为：东至中心路，南至远东大
道，西至环保城商业用房，北至环保城商业用房、住宅用房，
小区规划总面积约87571. 69平方米，设计户数约543户。
其中，住宅建筑面积约37375.08平方米，约342户；商业建
筑面积约27978. 68平方米，约201户；地下室面积约20228
平方米。

四、招标单位：宜兴市海逸时代广场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 丹 联系电话：13861536958
联系地址：宜兴市高塍镇远东大道环保城8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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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9月7日、9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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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市海逸 招标代理：苏州公诚建设
时代广场有限公司 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日 2020年9月1日

逸时代广场前期物业管理公开招标公告

宜兴市农机安全监理所拟

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

债权人自2020年9月1日起90

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宜兴市水利局
2020年9月1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上接1版）不仅是学生，教师们对
新学校的教学工作也信心满满，
一（4）班班主任王鑫沂坦言，学校
雅致的环境，使在这里学习和生
活成为幸福的事情。

【概况】
教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教

育项目的有力实施。近年来，我
市加快推进高品质宜兴教育建
设，一处处校园迎来扩改建，一所
所新学校有序投用，让建设成果
可观可感。在2019年无锡市教育
重点建设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上，

宜兴安排推进的各类教育重点建
设项目就有21个。其中，2020年
至2021年规划建设学校9所。

为有力有序推进教育类项目
建设，今年，我市将特殊教育学校
建设工程、东氿小学建设工程、进
修学校幼儿园、二实小南校区扩
建工程，纳入了政府为民办实事
项目重点推进。目前，市特殊教
育学校、市东氿小学、市东氿幼儿
园已建成投用，市第二实验小学
南校区已完成扩建、正接受竣工
验收，市进修幼儿园计划2021年
春节前基本完工。 （记者 倪 晶）

让高品质教育建设可观可感

（上接1版）
2018年 8月，市十七届人大

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依法作出关
于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学校、幼儿
园布点规划的决定。规划实施以
来，我市扎实推进各项教育项目

建设，两个布点规划实施顺利、成
效明显。目前，周铁小学等3所小
学、融创小区配建幼儿园等2所幼
儿园、1所特殊教育学校已建成完
工；2所小学、3所幼儿园正在建设
当中。

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三十一次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