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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政府批准，扬
州市江都区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
出让一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此次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
和规划指标要求：
[其他需要说明的宗地情况]

该地块为净地出让，地块成交确认
后 ， 竞得人须与扬州市江都区商务局
签订 《地块投资建设协议 》，凭 《地块投
资建设协议 》 与扬州市江都区国土资
源局签订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

具体地块的规划设计条件以规划部
门出具的《地块规划设计条件》为准。

意向竞买人须通过扬州市江都区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参与网
上挂牌出让竞买。 详情请登录扬州市江
都区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 交 易 系 统 网 址 ：http://221.226.28.90:
7777/view/linkIndex。

二、竞买对象范围和资格

根据 《市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市区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扬府
发 [2017]49号 )文件规定，参与本次土地
挂牌地块的竞买人须具备以下条件：

1.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含暂定)，报
名时需提供房地产开发资质证书， 可以
独立竞买，也可联合竞买，联合报名参与
竞买的， 联合报名各方均须具备房地产
开发资质；

2.在扬州市区 (含江都区 )已取得土
地的房地产企业如有尚未开发 (未取得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的商品住宅地块，不
得参与市场竞拍；

3.缴纳的保证金、出让金须为自有
资金。

三、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 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

体要求， 见挂牌出让文件。 申请人可于
2018年6月14日至2018年7月3日，到网上
获取挂牌出让文件或至扬州市江都区土
地储备中心三楼领取 (扬州市江都区龙
川中路5号)。

五、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实行
网上挂牌出让， 通过扬州市江都区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 ：http://
221.226.28.90:7777/view/linkIndex (以下
简称网上交易系统)进行。符合报名资格
条件的竞买申请人可于2018年7月4日起
至2018年7月11日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
交申请。 缴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18年7月11日16时。

六、 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地点
为扬州市江都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交易系统 (网址 ：http://221.226.28.90:
7777/view/linkIndex)；具体时间为：

报名时间：2018年7月4日9时至2018
年7月11日15时；

保证金缴纳时间：2018年7月4日9时
至2018年7月11日16时；

挂牌时间：2018年7月4日9时至2018
年7月13日15时。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 本次挂牌设定底价，在挂牌期

限内无应价者或者竞买人的网上报价低
于底价的，挂牌不成交。

(二)本次挂牌的地块设有指导价和
最高限价，指导价为108877万元，最高限
价为145170万元。 当土地竞拍价格达到
指导价及以上时， 住房销售模式必须为
现房销售； 当土地竞拍价格达到最高限
价时，中止现场竞价，对有意继续竞价的
企业采取现场摇号方式确定竞得人，并
在最高限价基础上再加一个加价幅度作
为成交价。

(三)竞买人在报名参与本次地块竞
买时，须出具《自有资金承诺书》，说明本
企业竞买本地块所缴纳的保证金、 出让

金为自有资金 (非银行贷款、信托基金、
保险资金、 资本市场融资、 资管计划配
资)。如审查不合格，按照国土资源部、住
房城乡建设部的文件精神， 自愿接受取
消竞买资格，一年内在扬州市区(含江都
区)禁止参加土地招拍挂的处罚。竞买人
报名时须提供会计师事务所 (须具备3A
以上资质， 在江苏省财政厅公布的会计
师事务所名单中) 审查自有资金的审查
报告。 审查报告中证明的自有资金数额
必须不少于该地块最高限价对应的出让
价款， 会计师事务所对提供的自有资金
审查报告负责。

(四 )网上挂牌出让成交后 ，网上交
易系统自行向竞得人生成《江都区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成交确
认书 》(以下简称成交确认书 )。 竞得人
应在竞得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持《成交
确认书 》 及有效证件原件提交出让人
(扬州市江都区国土资源局)进行竞买资
格审查，审查通过后凭与扬州市江都区
商务局签订的 《地块投资建设协议》于

10个工作日内与扬州市江都区国土资
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

八、竞买人竞得后凭《江都区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成交确认
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
理项目审批等有关手续。 竞得人应按国
家有关规定和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约定开发建设。

九、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由扬州市江都区土地储备中心具体
承办。

十、 扬州市江都区国土资源局对本
《公告》有解释权。

十一、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扬州市江都区龙川中路5

号土地储备中心三楼
联系电话：0514-86530411
联系人：马先生
账户名称： 扬州市江都区非税收入

财政专户
开户行：交易系统自动确定的银行
账号： 交易系统自动确定缴纳竞买

保证金的账号
扬州市江都区国土资源局

2018年6月13日

扬州市江都区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江国土告字（2018）5号

地块编号

NO.2018G12

土地位置

新都南路西侧、浦江路南侧

土地面积

(m2)
80649

出让

年限(年)
40/70

挂牌起始价

(万元)
72585

增价幅度

(万元)
100

用途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商住 R≤2.1 ≤35% ≥30%

规划指标要求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4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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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考
生注意准确把握考试时间，每场
考试考生进场时间为开考前30
分钟。开考15分钟后 ，迟到考生
禁止入场。考试终了前15分钟停

止提前交卷。考生交卷出场后不
得再进场续考，也不得在考场附
近逗留或交谈。

考生只准携带 《考生守则》
中规定的2B铅笔 、0.5毫米的黑

色墨水的签字笔、直尺、圆规、三
角板、橡皮、小刀等考试用品，不
要携带规定以外的物品进场，否
则按违规论处。考生不要携带手
机等通讯工具或者带存储通讯
功能的手表进入考场，否则一旦
开考， 不论手机手表是否开机、
是否使用，一律按作弊处理。

考生答题时，要使用质量过
关的2B铅笔，如使用假冒的2B铅
笔作答，灰度不够，会影响扫描
的质量 ， 也可能影响考生的成
绩。要在答题卡规定的答题区域
作答，在试卷、草稿纸及规定区
域以外的地方答题一律无效。

记者 楚楚

明天（6

月15日）起

至 6月 17

日，全市初

三学生将迎

来 2018年

初中毕业、

升学文化考

试。目前，各

项准备工作

已经全部就

绪。

我市2018年中考会考即将开始

15日至17日中考
提醒考生务必使用正宗2B铅笔

根据时间安排，中考文化考
试时间为6月15日至17日， 时间
较往年提前一天，考试结果以分
数形式呈现。6月15日9:00-11:30
语文，15:00-16:40化学；6月16日
9:00-11:00数学 ，15:00-16:40物
理，6月17日9:00-10:40英语，15:
00-16:00思想品德 ，16:10-17:10
历史。

考生需要注意的是，从2018
年中考开始，思想品德和历史考
试合场、分卷，中间间隔10分钟
用于试卷收发 ， 学生不离开考
场。初二地理、生物考试时间分
别为6月19日上午8:00-9:00和9:
10-10:10， 地理和生物考试合

场、分卷。
今年 ，市直 、广陵区 、开发

区、生态科技新城 、景区共设扬
州中学教育集团树人学校、扬州
大学附属中学东部分校、扬州教
育学院附属中学、 文津中学、田
家炳实验中学、梅岭中学 、竹西
中学、翠岗中学、世明双语学校、
梅岭中学（京华城校区 ）等22个
考点。

今年，扬州中学、扬大附中、
新华中学3所热点普通高中统招
生计划的70%作为定向指标，按
照学生数均衡分配给市直和广
陵区、开发区、蜀冈-瘦西湖风景
名胜区和生态科技新城的所有

公办和民办初中学校。定向指标
生的录取将根据各初中学校定
向指标生分配数和考生志愿，在
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线上从

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 ， 录满为
止。新华中学招生全部通过志愿
录取方式进行 ， 不进入网上市
场。

今年中考提前至6月15日开始

务必使用正宗2B铅笔

导语

———江苏省第十九届运动会特别报道

全民动起来 江苏更精彩

34家定点酒店负责人观摩交流
会议中心酒店树标杆，省运、扬州元素落在细节

省运会定点接待酒店交流会昨召开———

据悉， 在本届省运会开闭幕
式期间， 扬州会议中心酒店主要
负责接待省组委会领导、 省组委
会成员单位、 代表团团部和群先
会代表等参会领导和嘉宾。 由于
接待任务密集，接待人群多，会议
中心酒店的重要性堪比 “奥运
村”。

在会议中心酒店客房 “样本
间”内，处处都是省运元素。一推
开门， 床上摆放着省运会吉祥物
“欢欢”“乐乐”， 毛巾叠成了仙鹤
的形状， 同时辅以几只纸叠的千
纸鹤，“骑鹤下扬州”的意境就此体
现出来。床头柜上，一封来自扬州
的欢迎信尤为醒目，蓝色调的封面
上印着扬州标志性建筑五亭桥，翻
开内页， 是对省运嘉宾的热忱欢
迎，文昌阁、文峰塔、万福大桥等地
标在底端依次排列。 宽敞的客房
内，省运元素随处可见 ，纸巾 、拖

鞋上都印有本次省运会的LOGO，
营造出浓厚的省运会氛围。

客房处处可见“省运”元素，
餐饮区则集中呈现了扬州文化。
自助餐台的主装饰就是以泡沫雕

刻的五亭桥、白塔、文昌阁，副食
台的白塔、 文昌阁与主食台上的
五亭桥相映成趣，展现扬州魅力。
餐饮区的装饰也以省运会的主色
调绿色为主， 象征着扬州满城绿
色的优美生态环境。

会议中心酒店最为突出的就
是为了本次省运会量身定制的创
新服务。相关负责人介绍，创新服
务落在每个细节， 就是为了让每
一个参赛嘉宾体会到宾至如归的
感觉。“我们针对不同群体， 提供
不同的服务。例如，考虑到媒体记
者携带电子设备多， 房间内就多
安排几个充电插座， 虽然只是微
小的细节， 但也要想到极致。”此
外， 省运会举办期间与中秋节紧
邻， 酒店制定的省运餐单中还特
别设置了月饼等时令菜肴， 让嘉
宾领略淮扬菜的美味。

省运会筹委会行政接待与交

通保障部部长陈永平介绍， 省运
会扬州赛区第一阶段比赛中，共
举行了5个大项、46个小项、628场
比赛，接待1160名运动员以及300
名裁判员， 全市省运定点接待酒
店以周到的准备、热情的态度、细
致的服务、安全的保障，积极主动
投身接待保障工作， 充分展示了
扬州“崇文尚德、开明开放、创新
创造、仁爱爱人”的城市精神。

“省运满意看接待，接待保障
工作是办好省运会的重要前提，
酒店则是接待保障的关键载体。”
陈永平说， 酒店是省运会嘉宾对
扬州留下的第一印象， 会议中心
酒店为全市34家省运定点接待酒
店树立了标杆， 各酒店在严把安
全、 卫生关的同时， 也要因地制
宜，积极创新，为省运嘉宾提供最
为细致、贴心的服务，为办好一届
精彩省运添砖加瓦。 梦瑶 孔茜

“这个服务好，
我们回去就用起
来。”昨天下午，扬
州会议中心酒店的
一间客房内，聚集
了全市34家酒店
相关负责人，他们
对房间内部细节一
一拍照记录，并不
时交流经验。据悉，
这是扬州会议中心
酒店的省运会客房
“样板间”，省运会
筹委会昨天举办省
运会定点接待酒店
交流会，定点接待
酒店负责人悉数到
场，现场观摩会议
中心省运接待服
务，并就此展开交
流。

沪陕高速浦头互通通过验收
将与江广高速改扩建工程同步开通

本报讯 （孙建宇 露莎） 记
者昨从江都交通部门获悉， 随着
交工验收会的顺利举行， 沪陕高
速公路浦头互通正式通过交工验
收。 这意味着历经两年多建成的
浦头互通工程已满足通车条件，
即将与江广高速改扩建工程同步
开通。

据悉， 浦头互通工程是江广
高速江都段改扩建工程的重要节
点工程，位于浦头镇附近、疏港公

路与沪陕高速公路的交叉处，互
通采用匝道上跨主线的A型单喇
叭形式， 项目总用地约230亩，总
投资约1.6亿元。

随着沪陕高速公路浦头互通

顺利通过交工验收， 意味着历时
两年多建成的浦头互通工程已满
足通车条件， 即将与江广高速改
扩建工程同步开通。

沪陕高速是我市“一环七射”

高速环向东的“一射”，浦头互通
的建设实现了疏港公路、328国道
与江广高速无缝对接。

据交通部门相关专家介绍，
浦头互通将江都港区的物流直接

拉入了全国高速路网， 开放交通
后， 江都港区的物流从疏港路直
接通过浦头互通驶入沪陕高速，
接入四通八达的高速路网， 对港
口物流发展大有裨益。

“高温季”将至
我市各方提前应对
近期天气晴热，最高温34℃左右

近日，扬州天气持续晴热，昨天，主城区最高气温达
到34.9℃，扬州开始进入“高温季”。面对即将到来的高
温季节，我市各方已经在未雨绸缪，提前应对。

丁云观天

22℃~34℃
晴到多云
东南风4级左右

21℃到33℃
晴转多云

21℃到33℃
多云

明

后

随着气温的升高，扬州的
自来水用水量也不断攀高，这
几天的最高日用水量已经达
到71万吨，随着高温季节的到
来，预计全市用水量还会不断
上升。为确保全市生产生活用
水正常，长江水务公司及早谋
划，周密安排，全力做好迎接
高峰供水的各项准备工作。

据介绍，长江水务公司及
早维保设备设施， 对3座原水
厂和3座净水厂的生产机组进
行了维修保养，对净水构筑物
进行了清洗养护，并加强管网

设施巡检维护，确保生产设施
运行平稳。 同时加强岗位培
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举办生
产一线和窗口服务人员的岗位
技能培训，提高操作能力，提升
服务水平。 供水调度中心也加
强了统计分析， 根据每天的水
量情况及时统筹生产调度，确
保水量充沛、水压稳定。

长江水务公司同时提醒
广大市民，如出现用水问题可
拨打城控集团公用企业服务
热线96169或者长江水务公司
服务热线87877777。

做好高峰供水准备

昨天， 主城区最高气温
达到34.9℃。全市最高在高邮，
为35℃。昨晚6时多，天空阴沉
下来，还飘落了一阵雨，但由

于雨量不大，热气难减。据市
气象台预报，近2-3天，天气晴
好，气温较高，请注意做好防
暑降温工作。 孔生 丁云

天气炎热， 市民空调打
开，用电量大幅增长。为向居
民优质供电，供电部门对老小
区的供电设施进行改造提升。

记者昨天在沙中一村附

近采访时看到，供电部门的工
作人员正冒着高温，在对小区
内的供电设施进行改造提升，
在高温来临之时优质供电，让
居民舒心度夏。

供电

供水

改造电力设施优质供电

昨天上午6时左右， 真州
路立交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已
经早早上班， 奋战在工地上。
据了解， 面对高温季来临，我
市的不少建筑施工工地，都采
取了“夏时施工模式”，错开高
温时段，起早带晚，抢抓两头
施工。同时准备好茶水等防暑
降温物品。

扬州三湾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昨天也召开安全生产工
作会议，对夏季安全生产工作
进行部署， 同时注意防台、防
汛、防雷、防暑，并对安全隐患
进行排查整改。 要求安全管理
要抓好“红线、高压线、第一线”
这三条线。 公司员工要守好红
线，各负其责，做好各自分管业
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做
到“管业务同时管安全”。

工地 错开高温时段施工

天气 近期晴热注意防暑防晒

扬大学生设计无线充电器
充电效率稳定达到70%，制作成本不到20元
本报讯 （宋海霖 董鑫） 给

手机充电，几乎许多人每天都会
做，但长长的充电线总让人觉得
有些不方便。记者昨天从扬州大
学物理学院获悉，该院大四学生
蔡吉祥设计出一款无线充电器，
可以很好解决这一不便，同时充
电效率能稳定达到70%，且制作
成本不到20元。

记者看到，这款无线充电器
由一块电板和一卷电线组成，看
起来有些“其貌不扬”。蔡吉祥介
绍说，无线充电的原理主要包括
发射端和接收端，由无线充电器
发射信号，安装在手机内的接收
段识别信号后， 就可以实现充
电。

他告诉记者，现在市面上大
多数的无线充电器都是运用较
为成熟的电磁感应方式，而他设
计的无线充电器，则是采用了电
磁耦合共振的方式。“电磁感应
技术虽然成熟，但是随着距离增
加，用于传输能量的变化磁场将

迅速减小，因此传输距离非常有
限。而电磁耦合相比之下就有些
优势。”

据了解，除了部分主流品牌
的充电效率达到近80%外，目前
市面上的大部分无线充电器充
电效率只有不到60%。蔡吉祥告
诉记者，他设计的无线充电器的
充 电 效 率 可 稳 定 达 到 70% -
75%。

“主流品牌的无线充电器价
格一般不低于300元， 就算普通
的也需要将近200元。” 蔡吉祥
说，而他设计的无线充电器成本
价只有不到20元。

他告诉记者，这个无线充电
器目前仍处于半成品状态 ，真
正的成品还需要他和指导老师
陈卫锋的进一步测试与实验 。
但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这种
物美价廉的无线充电器就会出
现在市面上。“在完善无线充电
器的同时， 我也会考虑申请专
利。”

资料图片

会议中心酒店客房。孔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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