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十一大血拼的快递还没收全，来势汹汹的美
国黑色星期五，又开始霸住了靖江人的屏。11月
27日以来，靖江在美的留学生、代购在朋友圈狂刷
存在感，而靖江人面对这场购物狂潮，再次证明了
强大的购买力，砸单数万元者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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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资产如无注明，均无土地证、房产证。
二、竞买资格
第一至第三标的竞买资格为法人单位，第四标的竞买资格为

法人单位和社会自然人。
三、现场勘察
竞买人在竞卖公告有效期内，自行到现场进行勘察，了解闲

置资产现状，竞买人报名即视为认可竞卖标的物的现状及对竞卖
资料所有条款的认可。

四、报名时间
报名时间 7 天，从 2015 年 11 月 29 日上午 9：00 至 2015 年 12

月5日下午5：00止。
五、报名地点
在靖城街道办事处 1号楼一楼财政集中收付服务大厅办理

闲置资产竞卖公告
根据靖城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研究，决定对由江苏华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靖江市城中村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账面上反映的闲置集体资产以及其他需要处置的闲置集体资产进行公

开竞卖，公告如下：

一、竞卖标的
靖城街道办事处闲置集体资产竞卖第一标的

靖城街道办事处闲置集体资产竞卖第二标的

靖城街道办事处闲置集体资产竞卖第三标的

靖城街道办事处闲置集体资产竞卖第四标的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房屋坐落

晨阳社区20幢8号

晨阳社区20幢9号

晨阳社区20幢10号

虹兴社区农机公寓5-33
虹兴社区农机公寓5-40
虹兴社区农机公寓5-41
虹兴社区农机公寓5-43
虹兴社区农机公寓5-45
虹兴整合安置区二期1＃
虹兴整合安置区二期2＃

建筑面积
（㎡）

437.52
326.72
290.42
383.73
383.73
383.73
383.73
616.79
380.43
380.43

评估单价
（元/㎡）

5250.00
5200.00
5200.00
4350.00
4350.00
4350.00
4350.00
4030.00
4350.00
4350.00

评估总值（元）

2297000.00
1698900.00
1510200.00
1669200.00
1669200.00
1669200.00
1669200.00
2485700.00
1654900.00
1654900.00
17978400.00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合计

房屋坐落

柏木农民集中居住区一期
1幢9号

城西社区长田岸西66C
城西社区长田岸西66D
城西社区长田岸西58A
城西社区长田岸西58B
城西社区长田岸西66B
解放南路机关宿舍3号楼
201室(注:有房产证)

解放南路机关宿舍3号楼
202室(注:有房产证)

建筑面积（㎡）

320.66

586.86
586.86
401.48
401.48
187.87

99.12

99.28

评估单价
（元/㎡）

3740.00

3800.00
3800.00
3900.00
3900.00
3450.00

5100.00

5100.00

评估总值（元）

1199300.00

2230100.00
2230100.00
1565800.00
1565800.00
648200.00

505500.00

506300.00

10451100.00

序号

1
合计

房屋坐落

城北园区靖城园办公楼

建筑面积（㎡）

5506.649
评估单价（元/㎡）

3530.00
评估总值（元）

19437900.00
19437900.00

竞价登记手续。
六、竞买条件
法人单位报名时须携带竞买单位的工商营

业执照副本原件和加盖公章的复印件及竞买单
位法人代表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社会自然人
报名时须携带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和复印件。

七、竞买保证金
竞买人每报名竞买一个标的需缴纳保证金

人民币500万元整，竞买人应于2015年12月5日
下午 5:00前，将保证金全额汇至：靖城街道财政
所，开户银行：靖江市农商行木兰支行，账号：
3210240301201000022230，地址：人民南路与南
环路交界处。保证金到账视为竞买人缴纳了保
证金。

如靖城街道办事处及所属公司结欠竞买人
往来款的，经竞买人申请，靖城街道办事处出具
手续确认后，往来款余额可视同竞买人已经缴纳
的保证金金额。如往来款不足500万元的，竞买
人补足500万元；往来款达500万元的，可参与一
个标的竞价；往来款达1000万元的，可参与二个
标的竞价；往来款达1500万元的，可参与三个标
的竞价；往来款达2000万元的，可参与全部标的
竞价。

八、保证金退还
未成交的竞买人的保证金，在本次竞买活动

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竞买人（以往来款
抵算保证金部分除外）。

成交的竞买人须在当场签订《成交确认书》，
在10个工作日内到靖城街道办事处办理相关手
续。

竞买人成功竞得标的物后，如放弃该项目成
交权或不在规定的时间内办理相关手续的，其竞
价保证金不予退还。

九、竞卖时间
具体竞卖时间另行通知。
十、咨询联系
咨询电话：13961027188；联系人：丁先生。

靖城街道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5年11月29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合计

房屋坐落

晨阳社区22幢9号

晨阳社区南区4幢3单元306室

华阳社区C区32-9车库

华阳社区C区39-16车库

晨阳社区14-10车库

晨阳社区14-11车库

晨阳社区15-1车库

晨阳社区15-3车库

虹兴社区农机公寓5-26
虹兴社区农机公寓5-28
虹兴社区农机公寓5-29
虹兴社区农机公寓5-30
虹兴社区农机公寓5-31
虹兴社区农机公寓5-32
虹兴社区农机公寓5-35

建筑面积
（㎡）

290.64
306.41
(房屋297.35赠

送车库9.06)
22.91
28.05
28.84
27.24
28.84
28.84
383.73
383.73
383.73
383.73
383.73
383.73
513.03

评估单价（元/㎡）

5210.00
3420.00
3460.00
3460.00
3460.00
3460.00
3460.00
3460.00
4350.00
4350.00
4350.00
4350.00
4350.00
4350.00
4200.00

评估总值（元）

1514200.00
1016914.00
79300.00
97100.00
99800.00
94300.00
99800.00
99800.00
1669200.00
1669200.00
1669200.00
1669200.00
1669200.00
1669200.00
2154700.00
15271114.00

本报讯 （记者夏国耀 通讯员孙毅）连日
来，靖城街道虹桥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党员大会、上
门走访的形式，采集辖区内百余位党员信息，并分
类建档。一个记载着社区党员基本信息、电子相
片、专业特长、兴趣爱好的个性化电子数据库逐步
建立起来。

在党员信息排查中，虹桥社区显现出了党员
文化层次差异大、流动大等特点，社区决定通过电
子化信息汇总分类的方式，发挥党员的社会阅历、
特长兴趣等要素，使其“术业有专攻”。社区工作
人员在党员信息登记排查的基础上，完善个性化
信息，建立社区内部党员电子数据库，对党员从事
职业、兴趣爱好、技能特长和个人意愿等信息进行
分类，分为社区便民、文化宣传、环境保护、智慧经
验、科技智囊团等多种类别，以便在相关领域更好
地发挥作用。

“今后，我们年轻人可以更好地在社区实现
自己的特别价值。”24岁的年轻党员盈玲表示，通
过数据分类模式能高效挖掘党员潜能。年轻人贡
献特长知识，老党员们专心做顾问，分享经验。

本报讯 （记者夏国耀 通讯员刘黄桦）前
晚，市公安局孤山派出所接到报警，称城北园区
真武河附近，两名男子正大打出手，场面激烈。

民警赶到现场发现，两名男子已扭打在一
起，四周有几人在拉架也无济于事。其中一名年
轻男子只披了件外套，前胸袒露在外，当时气温
已经达到零下，男子却一脸怒气，浑然不觉。民
警赶忙拉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两人分开。

据了解，这两人竟是一对父子，当晚，父子俩
一起在房间里看电视。然而，父亲钟情于战争
片，儿子却闹着要看剧情片，父子俩意见不合，拌
了两句嘴，便动起手来。随后两人都从床上爬起
来，披上外套一直打到了屋门前。

民警劝说下，父子俩终于平息了怒气。两人
再回想起打架的原因，都觉得不好意思。

按专长为党员建档
定向化为群众服务

虹桥社区

父子为抢电视看
屋内打到门外面

美国黑色星期五来临

靖江人忙着掏腰包买大件
□本报记者张金玲

今年，靖江 80 后小伙赴美
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城攻读博
士后学位，妻子宁雪也一同陪
读。刚安顿好不久，夫妻俩就迎
来了令美国人民沸腾的黑色星
期五，年轻时尚的宁雪当然也不
愿意错过这轮大潮。

由于此前在加拿大多伦多
留过学，宁雪发现美国商场的折
扣远比多伦多的给力，所以她开
始给自己和家人狂购奢侈品等
大件，并通过朋友圈向国内的友
人展示。自然而然，请宁雪代购

的靖江人越来越多，她就索性开
了一个名叫“煮妇代购”的微信，
发布当地商场的折扣信息。

到了黑五当天，博尔德城白
雪茫茫，宁雪在朋友圈说：真是披
星戴月，不过满载而归，买了五件
north face、三件 Ralph Lauren，
还有一堆自用的化妆品、鞋子和
钱包，价格都比平时美好太多。
血拼了一天后，已经是当地时间
半夜一点，她还得迁就靖江的时
间，和下单的顾客沟通，准备好第
二天一大早再奔赴outlet抢货。

靖江在美博士后冒雪狂购

碰上如此给力的黑五，很多
精明的主妇们不购物总觉得亏
了，靖江一名在美国德克萨斯州
达拉斯市的代购告诉记者，她代
购一般偏向考虑实用性，剃须
刀、护肤品等产品最受靖江客户
的欢迎，其中一款男士剃须刀由
于折扣力度很大，“黑五”期间竟
然卖了90个。

这名主攻微博平台销售的
代购介绍，这款德国产的名品剃
须刀，在国内售价高达4599元，
因为科技含量高、设计精湛、使
用舒适度很好，所以很多注重生

活品质的男性会出高价购买，在
这次黑五打折中，美国当地的售
价已经低至 1380 元，很多人一
开始甚至怀疑真假，她不得不到
商场现场拍摄了小视频才打消
了客户的疑虑。

除了奢侈品包、彩妆等产
品，会过日子的靖江主妇还喜欢
给丈夫、小孩购买日常家居实用
产品，在这名代购的购买清单
中，一名靖江 70 后主妇这次前
后砸单了6万元，给一家三口购
置行头，最贵的单品是她自己的
一只名牌包，花去了近2万元。

一款剃须刀卖了90个
黑色星期五吸引着越来越

多的靖江人，但碍于距离甚远，
很多物品只能通过代购或远在
美国的亲友搞定，选择余地也
相对狭隘，这时，各大海外网站
对中国市场的营销也越来越有
针对性，这让很多靖江知性网
友开始选择自己浏览海淘网站
参与“黑五”血拼。

90后自由职业者孙玲是忠
实海淘族，她告诉记者，以往海淘
都是在一些国外网站上用英文下
单，再通过当地的转运公司运回
国内，如今一些国外网站直接开
通了中国站，也就是说，在国内可
以用中文下单，并且可以直接邮
回国内，这大大降低了物流的成

本和时间成本。“现在这些中文网
站还并不能涵盖所有本国网站上
的东西，有些我们刚需的东西，还
会到英文网站下单购买，这就需
要能掌握基本的英语，否则购买
起来困难重重。”孙玲说。

由于能熟练使用海淘网
站，每年到了“黑五”，孙玲就要
帮周围小伙伴一起拼单，大家
把需要购买的产品链接发给
她，由她统一下单购买，并选择
转运公司寄回。孙玲说，大家
买得最多的就是护肤品、保健
品和包，两三年前下单总量也
就一两万元，今年五六个小伙
伴已经冲破了十万元大关，刷
爆了她和朋友的几张信用卡。

海淘成为知性网友最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