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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宁国市人民政府批准，宁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
定挂牌出让3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要求：（表格见下）
二、竞买人条件及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

可申请参加（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
也可以联合申请。申请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
开发建设的，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
间等内容（详见出让文件）。

三、出让文件的取得及竞买申请：
本次挂牌出让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

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20年3月12日8时00分至2020
年3月23日16时00分，到宁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二楼
城乡土地交易中心获取挂牌出让文件，向我局提出书面申
请，并同时要求在宣城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网（http://
ggzyjy.xuancheng.gov.cn）在线提出竞买申请，经审核
后，方可取得竞买资格。竞买申请及竞买保证金到账的截
止时间为2020年3月23日16时00分(保证金进账时间以
银行进账单时间为准)。

四、出让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采取挂牌方式出让，按照价

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五、挂牌出让时间和地点：
挂牌出让时间：2020年3月12日8时00分至2020年

3月25日16时00分（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
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挂牌出让地点：宁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揭牌地点：宁国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市民之家六

楼622室）
六、其他事项：
1、提交竞买申请前，竞买申请人应对出让宗地进行实

地踏勘，全面了解出让文件和宗地现状；对出让文件和宗地
现状有疑问的，应在竞买申请前书面提出。

2、竞买申请人一旦提出竞买申请，即视为对出让文件
内容清楚并自愿受其约束，对宗地现状无异议。竞买申请
人竞得出让宗地后，不得以对该宗地的出让文件和现状异
议对成交结果及所签署的相关文件提出抗辩。

3、土地竞得人需在成交确认书规定的期限内签订出
让合同，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缴清土地出让价款。

逾期不能签订成交确认书的，视为违约，出让方将取消竞得
资格，土地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签订出让合同后，逾期未
缴清土地出让价款的，按照出让合同约定追究违约责任。

七、报名与竞买保证金账户：
1.该 3宗地块采用网上报名，申请人先注册成网员

（国土竞买人身份），然后提出竞买申请，所需资料均以扫
描件方式在线完成。待竞买申请审核通过后，系统将会
自动生成竞买资格确认书，请竞买人自行打印。网上交
易系统务必使用IE7、IE8、IE9、IE11浏览器登录、操作，
否则可能导致异常。如有疑问，可致电0563-2616639或
0563-2616620进行咨询。网上报名具体步骤为：登录宣
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http://ggzyjy.xuancheng.
gov.cn）-国土资源板块-选择需参与竞争的项目-点击
项目最下方我要报名-完成网员注册（填写基本信息并上
传扫描件）并提交备案-系统自动审核-审核通过后重新
登录账号（或刷新当前电脑页面）-选择需参与竞买的项
目-上传竞买申请资料-竞买申请审核通过后打印竞买资
格确认书。

2.竞买人须于拍卖（挂牌）会30分钟前凭在宣城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网（http://ggzyjy.xuancheng.gov.cn）

自行打印的竞买资格确认书到宁国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
心（市民之家六楼622室）现场办理竞买登记手续、领取号
牌并在指定位置就座。

3、竞买保证金账户
（1）宁国市财政局宁国市政府非税收入（2020-01号）
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国支行：
0706678861120100003458
（请在用途栏务必注明资金用途及收款单位）
（2）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非税收入（2020-02

和2020-03号）
徽商银行宁国支行
帐号：2610201021000013950
八、联系地址：宁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二楼城乡土地

交易中心
联系电话：0563-4012790 联系人：刘燕、许凤
详情请登陆：宣城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网（http://

ggzyjy.xuancheng.gov.cn/）

宁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2月20日

宗地编号

2020-01

2020-02

2020-03

土地位置

宁墩镇宁墩村

港口园区太平路与碧云路交叉口

汪溪园区惠民路北侧

土地面积

㎡

4171

47937

8581.3

亩

6.26

71.9

12.9

土地
用途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0

≥1．1

≥1．0

建筑密度

≥40%

≥45%

≥40%

绿地率

≤15%

≤10%

≤15%

投资强度（万元/公顷）

≥2250

≥2250

≥2250

出让年限（年）

50

50

50

起始价（元/㎡）

165

165

180

竞买保证金(万元)

35

396

78

项目类别

其他电机制造

通用设备制造业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加工处理

宁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宁交易国告字[2020]01号

经宁国市人民政府批准，宁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
定公开出让1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要求：（表格见下）
二、竞买人条件及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

可申请参加（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
也可以联合申请。申请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
开发建设的，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
间等内容。

三、出让文件的取得及竞买申请：
本次公开出让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公开出

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20年 2月 21日上午 8：00时至
2020年3月11日下午16:00时，到宁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二楼城乡土地交易中心获取公开出让文件，向我局提出
书面申请，并同时要求在宣城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网
（http://ggzyjy.xuancheng.gov.cn/xcspfront/）在线提
出竞买申请，经我局审核后，方可取得竞买资格。竞买申请
及竞买保证金到账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3月11日下午
16:00时(保证金进账时间以银行进账单时间为准)。

四、出让方式：
我局将根据申请截止时的申请情况，确定上述地块公

开出让的具体方式（拍卖或挂牌），并告知所有申请人。在
竞买申请期限内，凡符合竞买条件并取得竞买资格的竞买
人达到2家以上（含2家）的地块，按拍卖方式出让；竞买人
不足2家的地块，转为挂牌方式出让。同时竞买申请及竞
买保证金的到账时间延迟到2020年3月23日16:00时(保
证金进帐时间以银行进账单时间为准)。挂牌时间截止时，
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现场竞价。具体的公
开出让方式，将于2020年3月11日下午17:30时前由宁国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告知取得竞买资格的申请人。本次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采用增价方式，按照价高者得
原则确定竞得人。

五、公开出让时间和地点：
公开拍卖时间：拍卖报名截止后三日内（具体拍卖时间

另行通知）
公开挂牌时间：2020年3月12日至2020年3月25日

（挂牌时间：上午8:00-11:00时，下午14:30-16:00时，
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
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公开出让地点：宁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拍卖（揭牌）地点：宁国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市民

之家六楼622室）
六、其他事项：

1、提交竞买申请前，竞买申请人应对出让宗地进行实
地踏勘，全面了解出让文件和宗地现状；对出让文件和宗地
现状有疑问的，应在竞买申请前书面提出。

2、竞买申请人一旦提出竞买申请，即视为对出让文件
内容清楚并自愿受其约束，对宗地现状无异议。竞买申请
人竞得出让宗地后，不得以对该宗地的出让文件和现状异
议对成交结果及所签署的相关文件提出抗辩。

3、土地竞得人需在成交确认书规定的期限内签订出让
合同。逾期不能签订成交确认书的，视为违约，出让方将取
消竞得资格，土地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签订出让合同后，
逾期未缴清土地出让价款的，按照出让合同约定追究违约
责任。

七、报名与竞买保证金账户：
1.该宗地块采用网上报名，申请人先注册成网员（国土

竞买人身份），然后提出竞买申请，所需资料均以扫描件方式
在线完成。待竞买申请审核通过后，系统将会自动生成竞买
资格确认书，请竞买人自行打印。网上交易系统务必使用
IE7、IE8、IE9、IE11浏览器登录、操作，否则可能导致异常。
如有疑问，可致电0563-2616639或0563-2616620进行咨
询。网上报名具体步骤为：登录宣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http://ggzyjy.xuancheng.gov.cn）-国土资源板块-选
择需参与竞争的项目-点击项目最下方我要报名-完成网员

注册（填写基本信息并上传扫描件）并提交备案-系统自动审
核-审核通过后重新登录账号（或刷新当前电脑页面）-选择
需参与竞买的项目-上传竞买申请资料-竞买申请审核通过
后打印竞买资格确认书。

2.竞买人须于拍卖（挂牌）会30分钟前凭在宣城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网（http://ggzyjy.xuancheng.gov.cn）自
行打印的竞买资格确认书到宁国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市民之家六楼622室）办理竞买登记手续、领取号牌并在
指定位置就座。

3、保证金账户：
宁国市财政局宁国市政府非税收入
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国支行：

0706678861120100003458
（请在用途栏务必注明资金用途及收款单位）
八、联系地址：宁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二楼城乡土地

交易中心
联系电话：0563-4012790、18056399096
联 系 人：刘燕、许凤
详情请登陆：宣城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网（http://

ggzyjy.xuancheng.gov.cn/xcspfront/）
宁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2月20日

宗地编号

2020-04

土地位置

汪溪殷白园区S104西侧

土地面积

㎡

6688.1

亩

10

土地用途

公用设施（供燃气）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0.5

建筑密度

≤30%

绿地率

≥30%

出让年限

50年

起始价（元/㎡）

225

竞买保证金(万元)

76

宁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宁交易国告字[2020]02号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
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一首李商隐的
《夜雨寄北》，此时用来形容皖南烟叶公司红应
服务部经理、入党积极分子洪求卫的心情，却
也十分贴切。

“你问我回家的日期，唉，回家的日期嘛，
还没个准儿啊……”挂断与妻子和家人的视
频电话，强忍着对亲人的思念和牵挂，洪求卫
又开始忙碌了起来。为了控疫保苗，让服务
部员工能够在家安全隔离，减少人员流动降
低风险，洪求卫主动请战独自一人在红应点
值班坚守。

春节前夕，洪求卫在带领全体服务部人员
和往年对红应点卫生进行了大扫除，同时对宿
舍食堂安全进行了自查，对存在的安全隐患进
行了整改，安排好育苗点假期值班后，才踏上
了回家的路，准备陪伴家人度过难得而又短暂
的春节假期。然而，随着新型肺炎恣意肆虐，
注定这将是一个不平凡的春节，喜庆祥和的节
日气氛，似乎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回到
家中的洪求卫，自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

时刻关注着疫情的发展，按照公司和烟站的调
度要求做好不拜年、不聚会、出门戴口罩、勤洗
手等个人防护措施，并在第一时间把信息告知
亲朋好友，通过电话和微信等了解育苗点防控
情况，要求值班人员一定要做好自身防护和人
员排查，做好实时汇报。

没等假期结束，洪求卫就急不可待的提前
到工作岗位，从育苗队长手中接过了控疫保苗
的接力棒。1月28日，公司第一次下发延长假
期的通知，洪求卫毅然决然承担起延长的全部
3天假期值班任务，1月31日，公司再次下发
调整工作时间安排的通知，他毫不犹豫的向党
支部递交了请战书，主动要求到2月9日期
间，全部由他一个人承担服务部控疫保苗任
务，以减少人员流动降低风险。

随着生长速度加快，烟苗管理任务日趋
加重，然而看到每天确诊病例人数的增加，他
意识到疫情正是爆发期，这段时间将是最严
峻的考验期，作为服务部经理和入党积极分
子，洪求卫没有被困难吓倒，他按照公司和烟
站的要求，第一时间加大疫情防控的宣传指

导和场所消毒防范工作力度，对必要的临聘
人员进行防控知识培训，督促每个临聘人员
落实防控措施，并和当地村委会联系排查临
聘人员情况，杜绝在疫情观察期间的人员到
育苗点工作。不仅如此，还要通过电话、微信
群和烟农沟通，指导烟农在做好安全防护的
同时，开展饼肥发酵、起垄机械检修维保、人
员组织等准备工作。

在此基础上，洪求卫还亲力亲为，每天不
间断的进入大棚观察温度和烟苗生长情况，充
分利用短暂的晴好天气揭膜通风晒床，并结合
烟苗长势在30日至31日完成对苗池追施二
次肥料。1月31日，洪求卫从育苗点27个大
棚3万7千余盘烟苗中，巡查发现有2盘烟苗
遭受蜗牛虫害，虽然最初只发现了4只蜗牛，
但如同疫情防控的道理一样，如果不加防治，
蜗牛数量一旦过多，对烟苗的危害将是毁灭性
的，保护好烟苗的责任巨大。他及时和当地农
资店联系购买防治药剂，谁知，因为疫情影响
没有现货，平日里非常普通的药剂，此时也如
同防控物资一般稀缺难求，得知消息洪求卫焦

急万分，他又找到农资店主软磨硬泡，终于说
服店主驾车专程到宣城拿回药剂。2月2日
下午，接到店主取药的电话，洪求卫喜出望
外，第一时间赶到销售店拿回药剂，及时对全
部大棚进行了普防，通过持续数天的观察，没
有再发现烟苗被蜗牛吃过的痕迹，他的一颗
心才放了下来。

疫情防控期间，为了把疫情防控和育苗
工作做好，洪求卫不怕困难，工作上兢兢业
业、认认真真，履行着控疫保苗的任务和使
命，而在生活上，他为了节省时间减少外出
采购频次，一日三餐都是自己动手做一碗面
条果腹。

这就是我们身边的“逆行者”，虽没有慷慨
激昂的豪言壮语，非常时期里的平凡举动，却
彰显出不凡的模范作用，无怨无悔践行着入党
初心，展现着一名入党积极分子的理想信念；
虽没有惊天动地的伟大壮举，控疫战场上的坚
毅身影，却映衬出博大的担当情怀，任劳任怨
履行着党员“疫”务，高擎起一面让群众安心、
让组织放心的党旗。 （数据来源：皖南烟叶）

中国银行宣城分行开展
抗击新冠肺炎主题活动

在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的非常时期，全市医护
人员一直英勇奋战在抗疫的最前线，为疫情防控
做出巨大贡献。为确保奋战在疫情防控前线的
医务人员获得充分的风险保障，中国银行宣城分
行开展了“中银守护、平安天使”抗击新冠肺炎主
题活动，旨在向全市疫情定点防控医院医护人员
赠送“新冠肺炎”专属保险。

2月18日、19日上午中国银行宣城分行杨健
副行长，郎溪支行王道权行长分别代表中国银行
宣城分行向市定点防控医院和赴鄂参与抗疫的
重点医护人员损赠中银保险公司“新冠肺炎”专
属保险，市人民医院张传勇书记代表宣城市人民
医院医护人员，郎溪县卫健委李军主任代表郎溪
县医护人员接受捐赠。宣城中行本次捐赠保险
活动覆盖了四家定点防控医院以及赴鄂参与抗
疫的医护人员共计320名，保额1000万元，切实
解决了定点防控医院一线医护人员的后顾之忧，
充分展现了宣城中行的社会责任担当，在全市防
疫工作中贡献了金融力量。

（数据来源：中国银行宣城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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