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教07 2020年5月1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刘铮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规定》（原国土资源部令第 39
号）等法律法规规定，经石门县人民政
府批准，出让人决定委托挂牌人,以网
上挂牌方式出让下列地块的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出让人、挂牌人
出让人：石门县自然资源局
挂牌人：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
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

指标要求(见下表)
三、竞买资格及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

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竞
买，但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对竞买人

另有限制，以及有欠缴出让人土地出
让价款、不履行土地出让合同等不良
记录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不
得申请参加本次竞买。

竞买人应单独申请竞买。
四、确定竞得人办法
本次挂牌出让按“不低于底价”和

“符合要求的出价最高者得”原则确定
竞得人。

五、出让时间安排
1、网上公告期间：2020 年 5 月 1

日至2020年5月20日
2、网上下载出让文件期间：2020

年5月1日至2020年5月29日
3、网上挂牌期间：
标的 1：2020 年 5 月 21 日 9:00 至

2020年6月1日10:00
标的 2：2020 年 5 月 21 日 9:00 至

2020年6月1日10:05
4、网上竞买申请（报名）截止时

间：2020年5月29日16:30
5、竞买预交款项（为竞买保证金、

土地预付款和交易服务费预付款之
和）到账截止时间：2020 年 5 月 29 日
16:30

六、竞买申请（报名）办法

1、有意竞买者须到挂牌人信息
技术部办理数字证书 ukey （已经
办理数字证书且仍在有效期内的除
外）。数字证书是竞买人参加网上挂
牌竞价的唯一标识；竞买人登录湖南
省 国 土 资 源 网 上 交 易 系 统（http://
www.hngtjy.org/），点击“常德市”按
钮，浏览、查阅和下载意向地块出让
文件，对意向地块点击“竞买申请”按
钮，网上填报《竞买申请书》，获取交
易系统随机生成的保证金账号，通过
银行转账办理，按时、足额交纳竞买
预交款项，获得竞买资格。获得竞买

资格后，点击“竞买报价”按钮进行报
价。

2、出让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
求详见出让文件，该文件与本公告内
容具有同等效力，竞买人应认真阅读
并依照出让文件规定执行。

3、竞买人必须保证所提供的竞买
申请（报名）资料和身份信息真实、合
法、有效。

4、竞买人与竞买预交款项交款
人、竞得人须为同一市场经营主体，各
项信息应完全一致。竞买预交款项必
须是从竞买人的银行账户转入规定的
银行账户。挂牌人不认可非竞买人代
交竞买预交款项的行为。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出让地块按挂牌期间的现状供

地，如地下有构筑物或管线设施等，由
竞得人自行与有关单位协商解决，并
承担相关费用。

2、竞买人应自行对出让地块现状
进行踏勘。竞买人提交的竞买申请一
经交易系统受理，即视为竞买人对出

让地块现状及其出让文件均不持任何
异议。竞买人对其申请和承诺承担法
律责任。

3、本公告未尽事宜按出让文件的
相关规定办理。

八、信息发布媒体
本公告同时在中国土地市场网、

《湖南日报》、《常德日报》、石门县自然
资源局网站、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发布。

九、联系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交易活动的办公地点为常德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地址：朗州北路与月亮
大道交汇处市民之家东部）。

湖南省自然资源厅举报电话：
0731-89991216
数字证书办理咨询电话：
0736—7256317
出让人联系人：曾先生
联系电话：0736-5326494
挂牌人联系人：施先生
联系电话：0736-7251095

石门县自然资源局
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4月30日

常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常(石)土网挂告〔2020〕2号

标的
编号

1

2

宗地
编号

石供2020-06号

石供2020-07号

宗地
位置

石门县雁池乡珠宝街
村

石门县楚江街道渫阳
社区澧阳西路西侧

土地
面积
(m2)

635

28412

土地
用途

公共设施营业
网点用地

商住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0

1.0≤
FAR≤3.3

建筑
密度(%)

≤35

≤26

绿地率
(%)

≥25

≥30

出让
年限
(年)

40

商业
40、住
宅70

起始价
(万元)

30

8230

增价幅度
（万元）

5或
5的整数倍

500或
500的整数倍

竞买预交款项

竞买保证
金(万元)

30

4300

土地预付
款(万元)

/

/

交易服务费预
付款(万元)

0.4

4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规定》（原国土资源部令第 39
号）等法律法规规定，经汉寿县人民政
府批准，出让人决定委托挂牌人,以网
上挂牌方式出让下列地块的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出让人、挂牌人
出让人：汉寿县自然资源局
挂牌人：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
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

指标要求（见下表）
三、竞买资格及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

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竞

买，但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对竞买人
另有限制，以及有欠缴出让人土地出
让价款、不履行土地出让合同等不良
记录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不
得申请参加本次竞买。

竞买人应单独申请竞买。
四、确定竞得人办法
本次挂牌出让按“不低于底价”和

“符合要求的出价最高者得”原则确定
竞得人。

五、出让时间安排
1、网上公告期间：2020 年 5 月 1

日至2020年5月20日
2、网上下载出让文件期间：2020

年5月1日至2020年5月29日
3、网上挂牌期间：
标的 1:2020 年 5 月 21 日 9:00 至

2020年6月1日10:00；标的2:2020年
5 月 21 日 9:00 至 2020 年 6 月 1 日 10:
05；标的 3:2020 年 5 月 21 日 9:00 至
2020年6月1日10:10；标的4:2020年
5 月 21 日 9:00 至 2020 年 6 月 1 日 10:
15；标的 5:2020 年 5 月 21 日 9:00 至
2020年6月1日10:20；标的6:2020年

5 月 21 日 9:00 至 2020 年 6 月 1 日 10:
25

4、网上竞买申请（报名）截止时
间：2020年5月29日16:30

5、竞买预交款项（为竞买保证金、
土地预付款和交易服务费预付款之
和）到账截止时间：2020 年 5 月 29 日
16:30

六、竞买申请（报名）办法
1、有意竞买者须到挂牌人信息技

术部办理数字证书 ukey （已经办理
数字证书且仍在有效期内的除外）。

数字证书是竞买人参加网上挂牌竞价
的唯一标识；竞买人登录湖南省国土
资 源 网 上 交 易 系 统（http://www.
hngtjy.org/），点击“常德市”按钮，浏
览、查阅和下载意向地块出让文件，对
意向地块点击“竞买申请”按钮，网上
填报《竞买申请书》，获取交易系统随
机生成的保证金账号，通过银行转账
办理，按时、足额交纳竞买预交款项，
获得竞买资格。获得竞买资格后，点
击“竞买报价”按钮进行报价。

2、出让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
求详见出让文件，该文件与本公告内
容具有同等效力，竞买人应认真阅读
并依照出让文件规定执行。

3、竞买人必须保证所提供的竞买
申请（报名）资料和身份信息真实、合
法、有效。

4、竞买人与竞买预交款项交款
人、竞得人须为同一市场经营主体，各
项信息应完全一致。竞买预交款项必
须是从竞买人的银行账户转入规定的
银行账户。挂牌人不认可非竞买人代
交竞买预交款项的行为。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出让地块按挂牌期间的现状供

地，如地下有构筑物或管线设施等，由

竞得人自行与有关单位协商解决，并
承担相关费用。

2、竞买人应自行对出让地块现状
进行踏勘。竞买人提交的竞买申请一
经交易系统受理，即视为竞买人对出
让地块现状及其出让文件均不持任何
异议。竞买人对其申请和承诺承担法
律责任。

3、本公告未尽事宜按出让文件的
相关规定办理。

八、信息发布媒体
本公告同时在中国土地市场网、

《湖南日报》、《常德日报》、汉寿县自
然资源局网站、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
网发布。

九、联系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交易活动的办公地点为常德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地址：朗州北路与月亮
大道交汇处市民之家东部）。

湖南省自然资源厅举报电话：
0731-89991216
数字证书办理咨询电话：
0736—7256317
出让人联系人：胡先生
联系电话：0736-2880599
挂牌人联系人：施先生
联系电话：0736-7251095

汉寿县自然资源局
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4月30日

标的
编号

1

2

3

4

5

6

宗地编号

汉储2020-05号

汉储2020-06号

汉储2020-07号

汉储2020-08号

汉储2020-09号

汉储2020-10号

宗地位置

沅江南路南侧、健
康巷西侧

辰阳北路东侧、黄
龙街南侧

沧浪东路北侧、青
阳路西侧

汉寿县沧浪东路
北侧、青阳路东侧

沧浪东路北侧、经
五路西侧

汉寿县龙阳南路
以东

土地面积
(m2)

10024

3192

7455

12973

4559

6278

土地
用途

商住

商住

商住

商住

商住

商服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2.5≤FAR≤
3.0

1.5≤FAR≤
2.0

1.8≤FAR≤
2.2

2.5≤FAR≤
2.9

1.8≤FAR≤
2.2

0.1≤FAR≤
0.3

建筑密度(%)

≤26

≤30

≤30

≤30

≤45

≤20

绿地率(%)

≥35

≥30

≥15

≥30

≥15

≥25

出让年限(年)

商服40、
住宅70

商服40、
住宅70

商服40、
住宅70

商服40、
住宅70

商服40、
住宅70

40

起始价
(万元)

5731

1826

4010

6842

2548

974

增价幅度
（万元）

115或115的整数倍

37或37的整数倍

80或80的整数倍

137或137的整数倍

51或51的整数倍

20或20的整数倍

竞买预交款项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146.2

365.2

802

1368.4

509.6

194.8

土地预付款
(万元)

/

/

/

/

/

487

交易服务费
预付款 (万元)

37

16

29

39

20

10

常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常(汉) 土网挂告〔2020〕3号

湖南日报4月30日讯（记者 李传
新 通讯员 罗初）记者今天从省新闻出
版局获悉，我省2019年度10种印制精
美湘版图书评选已出炉，《中医名言通
解》《时间简史》《脂砚斋批评本·红楼
梦》等10种图书获选。

我省严格控制出版规模，坚持高
质量发展，2019年全年出书10975种，
其中新书 3894 种，再版重印 7081 种，
全省出版工作持续健康发展。为进一
步促进图书印装质量提高，省新闻出
版局每年分上、下半年组织开展两次

图书印装质量评定活动，对省内出版
单位和印刷企业送检的图书和中小学
教材进行印装质量检测评定。近日，
省新闻出版局对 2019 年下半年省内
出版印刷的1185种图书进行了印装质
量评定，并评出了《中医名言通解》《脂

砚斋批评本·红楼梦》等 5 种印制精美
图书，连同上一次评出的 2019 年上半
年出版的《两院院士忆高考：77 级、78
级大学生的高考故事》等5种印制精美
图书，2019年度10种印制精美湘版图
书目录正式评选出炉。

湖南日报4月30日讯（记者 龙文
泱 张杨 通讯员 彭星滔 王雅新）昨
天，“焕新湖湘 云上华章——湖南文化
广场盛放暨合作品牌签约仪式”在长沙
湖南文化广场举行，湖南省演艺集团、
施坦威钢琴、华谊兄弟（长沙）电影文化
城有限公司、长沙交响乐团等多家知名
文化品牌企业签约入驻，长沙再添文化
地标。

由湖南省演艺集团开发建设的湖
南文化广场项目是湖南省“十二五”规
划重大文化产业工程，位于长沙韶山北
路与解放东路交界处。这一区域文化
单位云集，湖南大剧院、湖南图书馆、新
华书店及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省湘
剧院、省歌舞剧院等荟萃于此，被誉为

“长沙文化曼哈顿”。
签约仪式上，长沙市芙蓉区政府授

牌湖南文化广场为“湖南省演艺集团总
部基地”；省演艺集团与长沙银行签订
了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后者将为入驻湖
南文化广场的企业打造银企合作平台。

省演艺集团董事长吴友云介绍，湖
南文化广场定位为“湖湘首座新文化产
业复合体”，将聚集湖南大剧院、多功能
影剧院、文化创意中心、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示中心、境外文化机构驻湘站点、

中部六省文艺交流平台等文化机构或
产业，打造集湖湘文化、社会公益、城市
形象、艺术创意、国际交流五位一体的

“长沙城市文化艺术会客厅”。该集团
投资8000多万元对湖南大剧院进行了
改造，拥有城市演艺中心（内设1500个
座位）、儿童艺术剧场、音乐厅、约5000
平方米城市文化艺术广场的湖南大剧
院将于今年7月与市民见面。

2019年度

10种印制精美湘版图书评选出炉

多家文化品牌企业入驻湖南文化广场
长沙再添文化地标

湖南日报4月30日讯（记者 胡
宇芬 通讯员 罗锴）省科协十届六次
全委会昨天在长沙举行。记者从会
上获悉，我省从2020年开始实施科
技助力乡村振兴工程，引导科技资源
和服务向农村集聚、向基层扩散，加
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改善生态宜居
环境，发展现代农业，提升居民科学
生产生活和健康水平。今年首批确
定 14 个县（市、农业占主导的区）试
点，拟用6年基本覆盖全省。

乡村振兴，亟需加大科普供给
和科技支撑。省科协在前期实施科
技助力精准扶贫工程的基础上，按
照“工作整合、试点融合、两轮驱动、
分步推广”的原则，推出了升级版本
科技助力乡村振兴工程。也就是把
科普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特色产业小镇建设、美丽乡村建设、
健康中国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及基
层科协组织建设和科普信息化结合
起来，加强横向联动、纵向互动，推
进科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乡

村振兴。
根据实施方案，科技助力乡村

振兴工程项目分三类，由乡村人居
环境技术标准化应用试点（推广）项
目、学会服务乡村振兴试点（推广）
引导项目和科技助力乡村振兴县域
试点（推广）项目构成，重点应用推
广生态环境保护技术、现代农业生
产技术、医疗卫生健康技术，以实现
人才资源“对接”基层需求、技术资
源“连接”基层发展、科普资源“嫁
接”基层应用。

据悉，该工程试点工作正在组织
申报中。入围试点的地区，将在两年
内把三类项目和三类技术融合应用、
集成普及，逐步在当地建立一个学会
服务站，组建一支科技志愿者服务队
伍，建成一个科普小镇，发展一批专
业技术合作组织（农技协），培育一批
农村致富产业等。从 2022 年起，该
工程将每年选取15个左右的县（市、
农业为主的区）进行推广，力争到“十
四五”末基本覆盖全省。

湖南日报4月30日讯（记者 易
禹琳 通讯员 蔡颂 孙雄辉）昨日下
午，湖南师范大学与黄冈师范学院通
过网络视频会举行就业创业工作“一
帮一”签约仪式。两校在对口帮扶就
业创业的基础上，升级为全面合作伙
伴关系，两校签署全面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和就业创业工作“一帮一”行动
协议。

共饮长江水，两湖一家亲。据
湖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蒋洪新介
绍，作为湖南省两所入选全国首批
48 所开展“一帮一”行动的支援高
校之一，截至目前，该校与黄冈师范
学院已合作举办 5 场行业类联合网
上招聘会，对两校毕业生共享就业
信息精准推送，全方位开展学院和
专业对口帮扶工作。本次与黄冈师
范学院签约，在打赢就业帮扶攻坚
战外，将本着“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全力

推动双方在人才培养、学科与学位
点建设、科学研究、师资队伍建设、
学术交流等领域深化交流共建，确
保合作有成效、出成果，并探索建立
全方位、多渠道、高水平的长效机
制，形成互利双赢、共同发展的新局
面。

黄冈师范学院党委书记王立兵
表示，在该校毕业生就业和决胜申
硕最关键时期，湖南师范大学走在
全国高校“一帮一”行动前列，伸出
援手，以实际行动践行“仁、爱、精、
勤”的校训，这种责任担当，是黄冈
师范学院全力以赴做好就业和申硕
工作的最大信心来源，他们将永远
感激。此次签约，标志着双方将开
展全面、长期、深入的战略合作，不
仅是落实落细教育部“一帮一”行动
的重要举措，更是推动两校合作向
更广领域扩展、向更深层次迈进的
开始。

科技助力乡村振兴工程启动
拟在6年内基本覆盖全省

就业创业“一帮一”行动升级

湖南师大与黄冈师院
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湖南日报4月30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员 朱永泰 罗初）疫情平稳，湖南
高校也即将开学。记者今日获悉，湘潭
医卫职业技术学院2020年春季学期开
学工作方案已通过省教育厅审批，学生
计划于 5 月 6 日-7 日分批返校，5 月 8
日正式上课。

确保学生安全返校，是头等大事。
据了解，该校将派77辆专车赴长沙、株
洲、湘潭等 14 个市州 69 个县市区，把
3372名学生接回学校。选择乘坐专车
返校的学生，按正常票价购买车票，在
指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乘车，上车前统
一进行体温检测和行李消毒。对其他
选择自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私家车
自驾返校的学生，该校也已通过学生事

务平台统一推送学生返校路途的个人
安全和防护知识，班主任负责与每位学
生联系与指导。要求每位学生出发前
测量体温，体温异常者暂停返校。同
时，将组织实施市内火车站、城铁站、高
铁站接站。

为了错峰返校，5 月 6 日，安排长
沙、株洲、湘潭、娄底、益阳地区学生返
校；5 月 7 日，省内其他地区和省外学
生返校。因疫情防控或有发热、咳嗽、
乏力、鼻塞、流涕、咽痛、肌痛、腹泻等
原因的学生暂不返校，由所在班级按
程序办理请假手续；返校前需凭相关
复工复学或医学诊断证明，查验其健
康码，做好体温检测，报学校批准后再
返校学习。

专车接省内学生返校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确保安全复学

晚清民国时期湖南绘画艺术特展开幕
4月30日，“山川出云天下雨——晚清民国时期湖南绘画艺术特展”在长沙博物

馆开幕，展出了齐白石、陈少梅、夏士兰、周家畇、雷恺、雷恪、雷悦等为代表的30位湖
南艺术名家作品70余件（套）。 湖南日报首席记者 郭立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