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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夺双胜利 我们在行动

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2020年第7期）

经徐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出让以下2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实行网上挂牌出让，通过徐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http://www.landxz.com）（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进行。具体内容现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备注：
2019-107号：其中 B-1 区城镇住宅用地指

标：容积率 1.2-1.5，建筑密度≤30%，绿地率≥
30%，建筑高度≤27 米。B-2 区其他商服用地指
标：容积率 0.7-0.9，建筑密度≤30%，绿地率≥
12%。

以上出让地块规划设计要求详见地块规划设
计条件。

二、竞买人资格要求：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企业、团体和组

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
欠本市市区土地出让金的单位，其开办、出资、

控股的企业或其他组织均不得参加竞买；欠本市市
区土地出让金的单位的开办人、出资人、入股人也
不得参加竞买。因企业原因造成地块闲置一年以
上的不得参加竞买。

三、挂牌起始价、竞买保证金及挂牌时间：

符合报名资格条件的竞买申请人可于挂牌时
间内，持有效数字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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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2
日11时30分。

竞买申请人按规定缴纳竞买保证金，经江苏省
用地企业诚信数据库比对合格后，网上交易系统将
自动赋予竞价资格。

四、出让年限：城镇住宅70年、其他商服用地
40年。

五、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网上交易实行报名资格后审制度，网上交易

系统确认的竞得人须在网上交易系统确认竞得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竞得通

知书》，按须知要求将有效报名资料提交出让人进行报
名资格等审查，审查通过后，与出让人签订《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网上成交确认书》，确定其为成交人。

如地块设置了竞买人资格限制条件，凡是提交
有效报价的竞买人均需在成交后审查其竞买资格，
如资格不符合要求，将没收履约保证金。

（二）本次挂牌出让的其它要求，请登录网上交
易系统详见挂牌出让文件。也可于地块挂牌截止
前到江苏省徐州市新城区新安路5号A205室获取
本次挂牌出让文件。

（三）登录徐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报名需
要办理CA证书，可到徐州市新城区新安路5号
F03窗口办理。

（四）拟成立新公司开发的，需在网上报名申请
时填写股东及股权比例，否则将视作由竞买公司直
接进行开发建设。

（五）联系人：王先生 徐女士
联系地址：江苏省徐州市新安路5号A205室
邮 编：221006
咨询电话：0516-67019055、67019056
网址：http://www.landxz.com
数字证书办理咨询电话：
江 苏 CA：025- 96010；CFCA：400- 166-

2366、19852149984
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2月25日

编号

2019-107号

2019-108号

挂牌起始价
（万元）

22520

2536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22520

25360

挂牌时间

2020年3月20日9时至2020年4月3日15时

编 号

2019-
107号

2019-
108号

地块
名称

丁万河
B地块

丁万河
C地块

土地坐落

中山北路东、
三环北路南

中山北路东、
三环北路南

土地用途

城镇住宅、其
他商服用地

城镇住宅用
地

出让面积
（平方米）

30955.1

30764

规划指标

容积率

1.12-1.41

1.2-1.5

建筑密度

≤30%

≤30%

绿地率

≥27%

≥30%

建筑高度

-

≤27米

“四个一律”吹响疫情防控“冲锋号”

“关键时刻党员干部要冲锋在前、
敢于担当，疫情防控必须坚决做到‘四
个一律’，坚决保卫好黄营一方净土！”
早在1月26日的全镇疫情防控动员会
上，该镇党委书记吉爱国就向全镇广
大党员干部发出这样的动员令。

“四个一律”即：一律阻断输入。
全镇在327省道及邻镇交界处高规格
设立11个大卡口，组建党员突击队，
成立临时党支部，24小时强制管控，不
放进“一车一人”；一律强制管控。对
疫区返乡人员迅速采取人防+技防等
有效措施，实施居家医学隔离观察，建
立一户一档台账。管理好关停场所及
超市、药房等营业场所，镇纪委、派出
所强化巡逻督查，加大超市、药房等必
需营业场所消毒防疫管理力度。9个
宗教场所全部关闭，厨师帮办全部停
止；一律摸排见底。通过应急广播、宣
传车、小喇叭等形式发动全民抗疫的
人民战争，建立村民举报+上级交办的
模式，“地毯式”排查可疑人员，不放过
任何一条可疑线索；一律严肃问责。
镇疫情防控指挥部下设“一办五组”，
明确“一切行动听指挥”的战时纪律，
如发现推诿扯皮、工作落实不力等问
题，由镇纪委对相关责任人一律从严
从重从快处理。

老中青党员接力坚守“主阵地”

党委有号召，党员有行动。在防疫
一线随时可见老中青党员“战士”们坚
守岗位的身影，充分彰显了党员在关键
时刻的先锋模范作用，凝聚起了基层党
组织的巨大合力，在“疫”线阵地构筑起
了一个个坚强的“战斗堡垒”。

“我是一名老党员，虽然退休了，
但关键时刻我必须上！”在守阳村村
部，年近八旬的老党员吴月德第一时
间向村党总支递交了“请战书”，主动
要求上“疫”线。村里考虑到卡口日夜
值班、担心他吃不消，反复做其“思想
工作”，但他却“倔得很”，硬是在卡口
连续值守。像吴月德这样递交“请战
书”、奋战一线的老党员，全镇有一百
多名，他们发挥余热，或巡逻、或宣传、
或坚守，用行动感染、激发了全体党员
干部冲锋在前、接力抗疫。

“现在不怕恼人、不怕吃苦，就是
在保护群众身体健康！”北集居委会党
总支书记赵四光的话语斩钉截铁。截
至2月19日晚11点，他率领一班人已
日夜坚守在北集卡口20天，严格执行
疫情防控各项流程。北集卡口是全镇
的“南大门”，是出入镇区的“交通咽
喉”，卡口管制难度巨大，但是赵四光
带领党员突击队，日夜奋战在防疫“最
前沿”，为全镇卡口“外防输入”管理提
供了“北集样板”。

黄营镇派出所张宏炀、王承开是
去年刚入职的90后民警。他们放弃
了和家人团聚的机会，大年初一下午
就从外省火速赶回所里，参与疫情防
控维稳工作，摸排可疑人员线索，盯紧
重点人头，快速处理闯闹卡口、违规开
门营业、人员聚集等。

疫情无情人有情，众志成城战疫
情。在党员干部身先士卒、一线冲锋
的行动感召下，该镇“大后方”各界人
士慷慨解囊，近千人先后带上口罩、大
碗面、矿泉水到一线阵地慰问“勇士”，
捐款捐物累计金额近20万元。

复工复产按下发展“快捷键”

“感谢镇村帮助我解决复工过程
中的防护难、用工难问题。种好羊肚
菌，争取夺高产，带动地方百姓脱贫致
富，我更有信心、更有劲头。”2月27
日，在黄营镇菌菇产业园内，种植大户
林正家向吴道亚等7名低收入户发放
工资时高兴地说。

该镇的菌菇产业园里种植了43
个标准化大棚的羊肚菌，年后，正是

生长、采摘的关键时期，如果劳动力
跟不上，将面临巨大损失。疫情发生
后，镇村两级立即伸出援手，无偿提
供口罩、消毒液、手套等紧缺防护用
品，协调工人现场接受疫情防控常识
培训，做好放风、喷水、除草、采摘、分
拣、烘干、储藏等日常管理工作。为
畅通农产品销售渠道，该镇及时为5
个种植大户申请办理了绿色通道通
行证，保证大批农产品源源不断供向
市场。

在黄营镇家具产业园和工业孵化
园，镇主要领导和工业条线主动对接
汇丰、祥枫、润宇生物质等3家规上企
业，帮助解决企业复工复产困难。帮
助重点企业汇丰制订应急工作方案，
并对254名员工信息进行摸排，指导
办理来涟人员健康申报，针对该企业
工人多、口罩少的难题，积极多方协
调，保障口罩供应。目前，全镇企业复
产、项目开工率均达80%以上，为实现
镇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以及农业高
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王开源 严 胜 卢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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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淮安市涟水县黄营镇党委、政

府迅速、有效地组织动员全镇党员干部，投入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来，根据“外防输

入、内防扩散”总命令，用最坚定的信念、最果敢的行动、最有效的措施切实履行维护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战“疫”使命。

为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阻击战，不断提升群众综合文明素
养，按泗洪县委县政府安排部署，瑶
沟乡在全乡范围内掀起了“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倡导文明健康新生活”
五大行动热潮。

一是强化组织保障，严格责任落
实。按照“县级统筹、乡镇指导、村居
实施、全民参与”的工作原则，瑶沟乡
成立了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完善
工作方案、做好资金保障，同时将任
务逐一分解到部门、到村（居）、到个
人，通过党员带动、干部包保、乡贤监
督等多种方式，每日一督查、每日一
通报，快速推进工作落实。

二是强化宣传力度，营造浓厚氛

围。为使五大行动深入农户、深得人
心，真正将群众号召起来，瑶沟乡通过
广播、文化墙、LED显示屏、网络、道德
讲堂、发放倡议书、张贴宣传画等喜闻
乐见的形式，宣传全覆盖，营造了浓厚
的氛围。同时由群众自发编制的五大
行动文艺节目，正在加速编排中。

三是强化典型选树，激励比学赶
超。择优选取了桂湾村以及官塘小区
快速进行了重点打造，通过示范先行，
将建设标准、内容在全乡推开。同时选
树文明户、“五美庭院”等先进典型，通
过专题宣传栏公示上墙，促进相互比学
赶超，使讲文明、讲卫生、讲科学、树新
风真正成为每个人、每个家庭生活的主
旋律、内驱力。 丁 姗 董祥荣

泗洪县瑶沟乡：
“五大行动”共建文明新生活

近日，无锡太湖学院2万多名师
生的朋友圈被逆行武汉、奋战“疫”线
的感人事迹刷屏：太湖学院2019届护
理专业毕业生林豪俊第一批随团出
征，在战“疫”烽火线上冲锋陷阵，精心
护理急危重症患者，被誉为最帅“男丁
格尔”；太湖学院护理学院毕业生陆海
林毕业后就职于无锡四院重症医学
科，她主动请缨，驰援武汉光谷院区；
太湖学院会计专业双胞胎姐妹于文
倩、于文慧投身社区防控一线，被称为
战“疫”姐妹花……类似事例不胜枚
举。目前，太湖学院共有50多名优秀
学生主动参与抗击疫情，护理专业多
名毕业生奔赴疫情最前线，一批青年
志愿者加入疫情防控“志愿突击队”，
充分展现了“大考”面前太湖学院大学
生的责任担当和爱国情怀。

疫情发生以来，无锡太湖学院第
一时间响应，迅疾落实部署，严格排
查、严格隔离、严格防控，按照“外防输

入、内防扩散”的要求，强化群防群控、
联防联控，将疫情防控作为思想政治
教育和立德树人的现实教材。学校把
校友们捐赠的5万只口罩捐赠给医院
等基层单位。学校向280多名湖北籍
学生一一寄送口罩等防疫物资，并一
一附上慰问信，还组织200多位老师
和辅导员通过远程视频与疫情严重地
区学生开展心理疏导，安排专人“一对
一”提供在线学习、就业指导、生活保
障等服务。学校为物联网工程学院确
诊学生小张提供暖心关怀，当天就发
放万元慰问补贴，他病愈出院后感恩
母校，回馈社会，主动捐献血浆，用实
际行动帮助更多的新冠肺炎患者。

据悉，作为一所服务地方经济、
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民办高校，无锡太
湖学院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履新社会
责任，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全力做好资助和学习生活
保障。 王晓春

最帅“男丁格尔”逆行武汉
无锡太湖学院同心战“疫”显担当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宝应
县安宜镇纪委成立3个疫情防控督
查组，不分时段、不打招呼对全镇
43个村（社区）开展监督检查“全覆
盖”，坚决杜绝各类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外防输入，重点督查外来人员
排查情况。对各村（居）常住人口底
数摸排情况、外来人员排查登记情
况、重点人员居家隔离监测情况、卡
口出入证检查等情况进行全方位督
查，严把疫情防控外部输入关。对
工作进度缓慢、工作落实不力的，定
期通报批评。

内防扩散，重点督查全民测温落
实情况。积极推动建立村（居）三级网

格化管理微信群，做到辖区居民户户进
群，开展全民测温工作，确保第一时间对
异常人员进行诊治。对未按要求排查上
报居民有发热咳嗽等异常情况的村
（居），逐户调查未上报原因，对工作存在
问题的，每日在全镇视频会议上通报。
至目前，全镇已有92902户加入网格化
管理微信群，占全镇总户数的98%。

截至目前，该镇纪委对在疫情防
控工作中的不作为、慢作为、弄虚作
假和形式主义进行了严肃问责，累计
通报批评2人，诫勉谈话1人，提醒谈
话2人。镇纪委将加强对防控措施落
实情况的监督检查，为坚决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

陈 林 刘玲玉

宝应县安宜镇纪委:
强化督查推动疫情防控工作落细落实

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以来，宿迁市宿
城区河滨街道把党员冬训与疫情防控
相结合，通过线上学习、线下防控等形
式，以训促防、以防验学，践行特色冬训，
确保冬训活动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能
激发新动力、凝聚新共识、取得新成效。

开辟党员冬训微课堂专栏，推送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相关指示精神等，通过学习
强国、微信群等开展线上学习，确保
理论学习扎实开展。

成立疫情防控临时党支部，组建
5支党员志愿服务队，选举党员楼栋
长，积极开展排查登记、宣传引导、代
办服务等工作，充分发挥一线党员

“排头兵”作用，引导群众、组织群众、
凝聚群众，构筑起联防联控、群防群
治的严密防线。

深入挖掘党员冬训先进典型，通
过各级新闻媒体宣传报道疫情防控
中涌现的担当作为、迎难而上、不辞
辛苦的先进典型，以先进典型为榜
样，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全
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提前谋划、科学部署复工工作，
实行党员干部复工帮办制度，由安
监、卫健、城管等部门组成专班队伍，
指导企业开展疫情宣传、排查登记、
消毒卫生、错峰就餐等措施，深入检
查安全生产工作，确保企业有序复工
复产。 邱海川 邹 新

宿城区河滨街道：
党员冬训打好战“疫”组合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