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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额定期存单
起点金额：20万起

温馨提示：本宣传中的“年化利率”如有调整，以我行发行材料为准，具体条款详询光大银行各网点。
广告

光大银行
咨询电话

0510-80796366
0510-81759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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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周 波 通讯员
胡紫颖）“受疫情影响，企业遭遇
资金紧张的问题。复产后，科发
农贷公司为我们提供的小额贷
款，可以说是‘及时雨’。”昨天上
午，湖㳇镇某涉农企业的负责人
夏先生高兴地说。为助力疫情防
控和复工复产等，作为国资小贷
公司，市科发农村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今年 1—5 月已发放贷款
11715万元。

科发农贷公司自2020年初
成立以来，始终努力为“三农”及
中小微企业量身定制多样性、专
业性的融资方案。今年，受疫情
影响，一些小微企业出现经营困
难。对此，该公司积极营造良好

的可持续发展金融生态环境，为
市级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提供纯信用贷款，且利率优惠
20%；结合线下零售、住宿餐饮等
行业企业特点，加强和创新应收账
款、订单、仓单、存货质押等融资，
切实缓解商贸服务业融资困难等。

今年4月初，我市某专门从
事风机制造的省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受疫情影响，周转资
金压力加大，企业新产品的研
发、设备的购进等一系列重要工
作都被迫按下“暂停键”。为了
鼓励本地企业进一步改革创新，
科发农贷公司不仅为该企业提
供纯信用贷款300万元，还优惠
贷款利率等。位于高塍镇的某

牧业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生猪养
殖业务，今年猪肉价格行情趋
暖，企业决定扩大养殖规模。在
了解到相关贷款需求后，科发农
贷公司派出业务人员积极对接，
并根据企业属性提供贷款250万
元，有效助力养殖企业的发展。

截至5月31日，今年科发农
贷公司共发放贷款61户，金额
11715万元，其中发放个人经营
性贷款6305万元、实体企业贷款
5410万元。此外，针对受疫情影
响无法按期还款的个人客户和
企业，公司还采取适度减免利
息、延后还款等方式，着力纾解
中小微企业困难，为我市地方经
济平稳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陈师傅，您来啦！今天还给
您拿上次没看完的那本《食疗养
生》吗？”随着夏收夏种逐渐落下帷
幕，芳桥街道屺山村的农家书屋热
闹了起来。昨天，在整洁明亮的书
屋里，退休教师黄介琴正热情地招
呼着前来阅读的村民陈定奎。

农家书屋是基层公共文化阵
地，也是基层百姓汲取知识的重要
场所。屺山村的农家书屋成立于

2018年。作为书屋的志愿管理员，
黄介琴对村民们的阅读喜好“了如
指掌”。针对各地农家书屋由村干
部兼任管理员，很难集中精力来专
职管理书屋的情况，去年，屺山村
将书屋的管理者逐步从固定村干
部转到文化志愿者，从退下来的村
干部，有文化的老党员、老教师中，
精心挑选书屋志愿管理员。“正式
上岗前，村里还帮我们进行了业务

培训。”黄介琴自豪地说，哪个村民
爱看什么书她都“门儿清”，农业种
植、红色经典、科普教育类的书籍是
最受大伙欢迎的。

图书是农家书屋建设的核心。
为让群众更愿意走进农家书屋，更
乐于阅读，屺山村着力解决图书供
需“不对路”的问题。屺山村是农业
特色种植村，根据农户的实际需求，
村里投放了大量的农业种植类书籍
在书屋中。在村下属的易农富农场
有限公司上班的农户陆扣娣，就趁
着最近夏种忙完后前来“充电”。“稻
鸭共作是一种新的生态种养模式，
我们在探索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
题，多来农家书屋看书学习，才能少

走弯路。”陆扣娣说，稻鸭品种的选
用、水稻育秧及孵鸭时间要求、稻田
围网及鸭笼摆放等诸多技术问题的

“金钥匙”，都藏在书里呢！
目前，屺山村农家书屋配置了

时政、文化、科技、卫生、种植、养殖、
少儿读物等各类图书1万余册，较好
地满足了基层群众多元化的阅读需
求。同时，随着涉农电商的兴起，屺
山村还积极探索“农家书屋+电商”
服务模式。该村党总支书记王忠健
表示，依托农家书屋这一平台，村里
与市时信网络公司合作，为有意愿
发展电商的村民免费进行技术培
训，更好实现文化平台与经济平台、
文化惠民与文化富民的融合发展。

金融活水激活力

科发农贷公司今年前5月发放贷款11715万元

屺山村里的“精神粮仓”
□记者 周波

本报讯（通讯员储东巍 李岳卿）
日前，全省首个街道层面的“扬子江文
学驿站”，在我市芳桥街道设立。

“扬子江文学驿站”是一项文化惠
民活动，是江苏省作家协会继“雨花读
者俱乐部”之后，推出的一项旨在打造
文学空间、推广文学阅读、丰富文学活
动的新举措。驿站于2019年启动，已
在徐州、盐城、淮安、宿迁以及省生态
环境厅等5处设立，累计捐赠各类图
书近5万册，举办多场大型公益文学
活动，惠及民众3万余人。

此次，省作家协会与芳桥街道携
手共建全省首个街道层面的“扬子江
文学驿站”，是深入基层开展文化惠民
工程的重要举措，将通过开展读书会、
征文比赛等活动，倡导全民阅读。

“扬子江文学驿站”
在宜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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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市疾控中心组织两
支灭螺小分队，来到丁蜀镇任
墅村丘陵山区进行药物灭杀
钉螺工作。

钉螺是血吸虫唯一的中
间宿主，灭杀钉螺能有效阻
断血吸虫病传播。今年，市
疾控中心将任墅村作为市级
监测查螺村，投入大量人力物
力，开展钉螺普查和灭杀工
作，预计整个查灭工作本月底
结束。 （通讯员 丁焕新 摄）

一、招标项目：半山溪畔
二、招标编号：YXQQ2022003
三、项目基本情况：
半山溪畔小区位于宜兴市张渚镇运河西路88号，其物业管理区域范围为：东至：武宜运

河；南至：山水怡和；西至：牛犊山；北至：金犊新村小区。小区规划总面积约 38665.72平方米，
地上总建筑面积约24641.97㎡。其中，住宅建筑面积约24641.97平方米，共 51户，地下室面
积约14023.75平方米。

四、招标单位：江苏金潮置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伟 联系电话：13382269618
联系地址：宜兴市张渚镇运河西路88号
代理单位：苏州公诚建设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孙爱琴 联系电话：13771350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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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28日—6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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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市龙潭路333号沧浦社

区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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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提供该投标企业为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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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金潮置业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苏州公诚建设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3日 2022年6月23日

半山溪畔前期物业管理公开招标公告

公司定于2022年7月7日上午9:30在宜兴环科园新村路
6号绿州大厦9楼会议室举行拍卖会。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注：房屋以实物现状为准，租赁房屋不可用于经营饭店。
二、报名及咨询：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日前即行咨询、实地

展示看样。竞买人报名登记时带好身份证明材料，在2022年7
月6日16:30前交纳保证金1万元/个标的到指定账户（账户
名：江苏益德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农行宜兴环科园支行，账
号：10648301040015364）后，到本公司办理报名登记。

咨询电话：80727333
江苏益德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3日

拍卖公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资产名称

宜城金三角副食城72、73号店面的租赁权

丁蜀镇东贤南路2#107、108室的租赁权

宜城南仓村路1幢102室的租赁权

徐舍镇云溪路56#房屋的租赁权

周铁镇朝阳东路房屋的租赁权

宜城金三角副食城68、69号店面的租赁权

宜城建工大厦店面5号的租赁权

面积（约㎡）
145.96

109.61

67.35

99.2

105.57

131.2

224.4

租期（年）

3

3

3

3

3

3

3

起拍价（万元/年）

11.46

5.62

4.76

3.26

4.32

9.98

22.22

本报讯（记者倪 晶）近日，
作为市第十四届中小学校园文
化艺术节其中一项活动，全市中
小学生独唱、独奏、独舞展评，在
市丁蜀成人文化技术学校举
行。与往届不同的是，今年艺术
节所有活动均在线上展评，通过
视频作品报送，进一步拓宽了参
赛学校、学生范围。

我市中小学校园文化艺术
节已举办多年，是市教育系统规
模最大的艺术类专题活动。本
届艺术节以“筑梦向未来”为主
题，面向全市小学、初中、高中、
职业学校学生开展，包含由市教
育局组织的全市中小学生独唱、
独奏、独舞比赛，现场书法、绘
画、手工制作比赛，以及无锡市
第41届“百灵鸟”宜兴市分会场
文艺展演等，活动贯穿全年。

“今年，为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我们没有集中组织线下的
市级专场比赛，而是由各校分
散开展，通过报送视频参加，专
家组进行云展评。”市第十四届
中小学校园文化艺术节组委会
成员凌国军说，今年首次实行
云展评，通过视频报送，全市各
中小学、职业院校均参与其中，
仅独唱、独奏、独舞“三独”比赛
就收到参赛视频作品 500 多
件。“过去通过选拔，参赛主力
基本是规模较大的学校，赛制
调整后，一些规模较小学校的
学生也有了展示自我的机会。”
凌国军说，通过市级规模赛事
的举办，我市越来越多的中小
学生有了展现各自技能才艺的

“大舞台”，释放出蓬勃朝气与
满满正能量。

本报讯（见习记者余 婧）6
月22日，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
主席张海涛一行，来宜调研指导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

在宜期间，张海涛一行先后
来到市丁蜀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宝银特种钢管有限公司和江苏国
信协联能源有限公司等处，实地
了解我市产业工人赋能成才实训
基地、劳模创新工作室建设等情
况。近年来，我市在集成电路、新
材料、新能源等新兴产业中打造
了一批功能齐全、技术先进的产
业工人赋能成长实训基地，在提
升产业工人技能素质、服务产业
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

时，我市积极推动劳模创新工作
室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解决企业
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技术合作
等方面问题，促进高校研究成果
向宜兴企业转化。

调研中，张海涛对我市产业
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阶段性
成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要
进一步探索宜兴陶瓷、线缆、环
保等产业、行业特色，聚焦打造
小微企业产改样本，推动改革全
面扩面提质增效；要进一步加大
产改工作推进力度，创造更多在
全省、全国叫得响的改革经验，
为全省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工作作出贡献。

第十四届中小学校园文化艺术节有序推进

全市中小学生云端

省总工会领导
来宜调研产改工作

本报讯（见习记者夏 天）6
月22日上午，全市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暨意识形态工作能力提升
培训班在市委党校开班，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马
钟出席开班仪式。

此次培训为期3天，分理论
培训和现场教学两大部分。其
中，理论培训以专题讲座为主要
形式，涵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党史教
育、文化建设等主题，并邀请省
内知名学者、专家教授进行授
课。现场教学将赴徐舍镇美栖

村、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
等地参观学习。

开班仪式上，马钟说，全市
宣传思想文化干部要深化思想
认识，不断更新思想观念，始终
把牢新形势下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的正确方向；要坚持学以致
用，积极破解工作中的问题和
制约，不断提升新形势下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的履职成效；要
结合工作实际，深入查找差距，
努力把所学知识转化为服务基
层、服务群众的本领，提升学习
培训实效。

强本领 促实效

全市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培训班开班

秀才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