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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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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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县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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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买人可单独申请竞买，也可联合申请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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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6日至 2020

年3月25日
2、网上下载出让文件期间：2020 年 3 月 6

日至2020年4月3日

3、网上挂牌期间：

标的1：2020年3月26日9:00至2020年4

月 6日 10:00；标的 2：2020年 3月 26日 9:00至

2020 年 4 月 6 日 10:05；标的 3：2020 年 3 月 26

日 9:00至 2020年 4月 6日 10:10；标的 4：2020

年3月26日9:00至2020年4月6日10:15。

4、网上竞买申请（报名）截止时间：2020年

4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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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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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县自然资源局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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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处市民之家东部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数字证书办理咨询电话：0736—7256317
出让人联系人：何先生
联系电话：18073688813
挂牌人联系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0736-7256332

桃源县自然资源局
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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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岗居委会

浔阳街道洞
庭宫居委会

浔阳街道尧
河居委会

漳江街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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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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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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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服

商服

商服

商服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5.0

≤5.0

≤6.0

≤6.0

建筑
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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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45

绿地率
(%)

≥20

≥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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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0

4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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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价
(万元)

41200

36000

2600

3550

增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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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或 100
的整数倍

100 或 100
的整数倍

30 或 30 的
整数倍

30 或 30 的
整数倍

竞买预交款项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0000

9000

600

800

土地预付款
（万元）

/

/

/

/

交易服务费预付款
(万元)

63

60

21

27

常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常(桃)土网挂告〔2020〕6号

经常德市政府采购主管部门审核，常德市2019年市本级
教育信息化专项第三批项目现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采购人
为常德市教育局，项目预算金额，第一包：615713元；第二包：
511353 元；第三包：802823 元；第四包：803606 元；第五包：
972690元；第六包：415852元；第七包：1606800元；第八包：
1295533元；第九包：766320元，现予以公告。具体详情请前
往中国湖南常德市政府采购网（http://changd.ccgp-hunan.
gov.cn）或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changde.
gov.cn）查看或下载采购文件，以法定媒体信息为准。

常德众益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0年3月5日

政府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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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李夏涛

春回大地，五溪大地掀起有序复工复产的热潮。
挖掘机、碎石机和工程车同时作业，切割声、锤

钻声与机器轰鸣声激荡人心……3月3日至4日，记
者走进张吉怀铁路怀化段、怀化枢纽编组站等重点
项目建设现场，处处呈现的是抓生产、赶进度的战斗
场景。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到目前为
止，怀化市315个重点项目开复工率达100%。

防疫复工两不误，项目按下“快进键”

3月3日下午，在位于鹤城区盈口乡井坪村的四
线并行段147#路基施工点，挖方工程正如火如荼进
行，多辆大型机械现场穿插施工。

这是张吉怀铁路怀化段10标的一个施工点，在
现场指导施工的中铁建大桥工程局张吉怀铁路项目
经理部副经理刘伟告诉记者，2月10日复工至今，四
线并行段147#路基工点共计完成路基及村道改路框
架桥基础土石方挖运3.1万方。72延长米的1-8米框
架桥，完成基础开挖，开始框架桥主体钢筋混凝土施
工。

“按照施工组织要求，工点复工率100%。”刘伟
介绍，10 标段今年计划投资 7.1 亿元，1、2 月份计划
投资1亿元，实际完成0.85亿元。为把疫情的影响赶
回来，确保 2021 年 5 月 5 日前完成所有合同内线下
工程，他们调整了施工计划，并开展大干100天劳动
竞赛活动。

2 月 25 日，张吉怀铁路项目引入怀化南及沪昆

高速铁路还建工区首桩开钻。项目严格遵循复工防
疫要求，对复工车辆进行消毒，复工人员进人施工现
场进行严格测温和登记。

“增加施工队伍和机械设备，优化、科学安排工
期，保障质量安全。”项目经理部党工委书记王宝明
说，抢抓当前晴好天气，在确保疫情防控安全的前提
下，进一步扩大施工作业面。

张吉怀铁路项目怀化南沪昆高铁还建工区，工
程建筑面积为1.5万平方米，预计4月中旬完工。王宝
明说，首桩顺利开钻，拉开张吉怀铁路项目全面复工
的序幕，吹响施工大干的号角。

疫情发生后，带来了物资设备短缺等问题，项目
部遵循“库存供应+就近采购”的原则，提前安排设备
进场，保持物资供应量，保证项目复工阶段物资设备
供应充足。

怀化市铁路工程建设协调指挥部联络员杨平波
介绍，截至目前，张吉怀铁路怀化段3个标段和1个
工区全部进场复工，工点复工率达90%，工人返岗率
达95%。

“白加黑,5+2”，全力冲刺年度目标

300多辆运输车进进出出，挖土机发出隆隆的轰
鸣声，800多名施工人员正紧张地工作……3月4日
上午，记者在位于怀化经开区的怀化枢纽编组站站
前工程项目施工现场，看到的是开足马力生产的工
作景象。

“站前工程是编组站的主体工程，时间紧、任务
重，春节期间项目没有停工。现在，工人已全部返回
工作岗位。”中铁二十局渝怀铁路7标项目经理部党

支部书记程凯介绍，该项目难点工程为编组站124米
超高边坡，共14级台阶，最大开挖宽度670米，最大
开挖高度124米，挖填土石方3000万方，截至目前整
体完成率达85%以上。

“争取7月份完成主体工程建设。”程凯说，正以
“白加黑,5+2”的工作模式，全力冲刺年度目标任务。

为保证目标任务顺利实现，项目领导班子主动
与各施工队沟通夜间施工作业部署，就目标任务、时
间节点、人员设备等达成一致意见，各施工队迅速调
动人员积极开展夜间施工。

连日来，在7标施工现场都是灯火通明、机械轰
鸣，施工人员黑夜还在奋战。项目经理邢玉科带领施
工人员在对施工便道加紧维修。邢玉科说，只有彻夜
赶工，才能保证剩余工程按时完成。

项目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针对项目
所在区域和工程特点，各驻地党员深扎一线，一手抓
疫情防控、一手抓施工生产。程凯带队对各个驻地进
行“地毯式”排查，从食堂管理、消毒、外来人员登记
等落实情况进行监督。

“能快速推进施工进度，也得益于政府部门的靠
前服务。”程凯说，简化审批手续，开通“绿色通道”，
帮助筹措防疫物资等，怀化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
深入项目现场办公，协调解决复工复产存在的难题。

“2 月 12 日开始复工，至 3 月 4 日,返岗率达
111.8%，复工率达到100%。”

怀化市铁路编组站搬迁建设协调指挥部办公室
主任田兴全介绍，怀化枢纽编组站迁建工程总投资
131.8亿元，已完成投资99.33亿元，计划今年年底实
现通车目标。

湖南日报3月5日讯（记者 熊远帆）
连日来，浏阳工业“战疫”继续跑出“加速
度”：在芙蓉口罩厂的基础上，该市又新
增 10 余家口罩生产企业，其中达程医
疗、一喜科技、淳瑞劳保、康威日用品、一
麦生物等 5 家企业通过转产，新进口罩
生产线已投产。

“现在每天生产口罩 2 万个。”康威
日用品公司原来是一家以生产纸尿片为
主的企业，2月3日开始就将一条纸尿片
生产线改造为一次性口罩生产线。在车
间内，10多名工人正在紧张加工一次性
口罩。公司负责人周祝跃介绍，3月14日
前还将上马两条全自动化生产线，届时
每日产量将突破10万个。

疫情发生以来，浏阳市通过对企业
逐一摸底、产销对接，支持鼓励其他具备
条件的企业新增防疫物资生产线，转型
转产为防疫物资生产企业，快速形成产

能。有多家企业转产从事口罩生产，如生
产卫生用品的一喜科技、主打保健食品
的一麦生物、生产劳保用品的淳瑞劳
保……这些企业或转产、或新建，并在
相关部门的帮助下，在短时间内拿到相
应生产资质，并以最快速度实现投产。

“现在全市口罩日产能达 100 万
个。”浏阳市工信局产业规划科科长肖湘
介绍，目前浏阳口罩生产量依旧占全省
的30%以上，预计3月中旬，浏阳一次性
口罩的日产量将突破200万个。其中，蓝
思科技就即将新上10条口罩生产线。

目前，浏阳医护用品产业链已逐步
形成了以湖南鑫昇利、卓芯智能、蓝思
科技、长沙芙蓉口罩厂、铤堆轮为龙头，
涵盖上、中、下游全产业链体系，涉及口
罩、防护衣、隔离服、隔离眼罩全医护类
别，多达十余种产品的医护用品产业
链。

新增10余家口罩生产企业

浏阳口罩日产能已达100万个

湖南日报3月5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张勇）今天，中石化长岭炼化炼油
二部常催区负责人张晓国指导班组优化
操作后，详细做好技术笔记和数据分析，
研究如何将丙烯收率再提高 0.01%。据
悉，长岭炼化 2 月份累计产出聚丙烯纤
维料 7000 多吨，为熔喷无纺布和口罩
生产企业源源不断输送“军粮”。

疫情发生以来，口罩等医卫防护用
品需求大增。数据显示，1吨高熔指聚丙
烯可生产大约20万只防护口罩或5000
套防护服。丙烯是生产聚丙烯的原料。长
炼全盘优化800万吨炼化项目，上下游
装置同步优化增产聚丙烯，竭力多产医
卫用品原料。

技术团队深入摸索上游装置的运行
性能，蹲班指导班组调节各类指标，深挖
油料中间的丙烯组分。聚丙烯项目管理
人员与销售企业有关负责人紧密对接，
准确掌握各地口罩生产原料的需求情
况，克服设备老旧等装置运维难度大等
困难，组织团队连夜编制纤维料转产方
案和系列应急管理措施。各装置值班干
部每隔2小时到现场查看具体工艺运行
情况，及时排查隐患，确保医卫用聚丙烯
高产稳产。

2月份，长炼生产系统整体平稳率保
持90%以上；成品出厂库房24小时随时
为铁路、公路运输车辆装车发运，全力保
障医卫防护用品生产原材料供应。

长炼为口罩生产企业送“军粮”
2月份累计产出聚丙烯纤维料7000多吨

湖南日报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杨雄春

3月5日，蓝山县湘江源皮具产业园神
盾科技有限公司车间，3条KN95口罩生产
线满负荷运转，300多名员工忙个不停。

每天求购电话太多，公司负责人之
一的唐盛丹接电话接到手软。她介绍，公
司 采 取 线 上 线 下 同 步 销 售 ，日 销 售
KN95口罩15万只，主要供应周边地区
及广东、上海等地。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口罩供应
紧缺。唐盛丹、何世林、邹嵩等一群身在
天南地北、因经营电商结缘的90后，决
定办家口罩厂，支持政府抗疫。

联系多家设备供货商都说没现货，这
可怎么办？唐盛丹软磨硬泡，用执着感动
了江苏一家供货商，对方答应加班加点赶
工。3天后，唐盛丹同伙伴们奔波1000多
公里，把生产设备从江苏拉回了蓝山。

为再多买一台生产设备，唐盛丹和

伙伴们一天 3 次往返广东。自动切片机
安装后裁剪又不到位，他们通宵加班调
试机器，个个熬成了熊猫眼。

2 月 9 日,他们决定将公司落户蓝
山，2月13日晚上完成机器安装和调试。
当地政府的贴心服务，刷新了项目建设
的“蓝山速度。”县行政审批局一天就为
他们办好营业执照，县人社部门 3 天内
帮公司招到200多名工人，市监局业务
人员主动上门提取样品送检，政府还派
驻企业防疫联络员上门指导疫情防控，
湘江源皮具产业园及时提供标准厂房和
协助装修。

至今，蓝山神盾科技有限公司已投
资1200万元，采购了6条口罩生产线设
备，备足了3000万只口罩的原材料，安
装的 4 条生产线中已有 3 条正式投产，
并开设了儿童口罩生产线，每天加班加
点赶制订单。

预计 6 条生产线全部安装投产后，
可日产KN95口罩80万只。

一群90后 办起口罩厂

益阳高新区：

线上线下联动
服务纳税人

湖南日报3月5日讯（杨玉菡 刘文峰）3月5日，益阳
高新区税务局辖区内的益阳邮政代办点，通过电子税务局
缴销发票 1500 余份。据了解，通过网上办理发票缴销业
务，省去了纳税人到办税服务厅现场查验发票等中间环
节，仅需一键提交 15 秒即可办理成功，既提高了办税效
率，又降低了感染风险。

疫情防控期间，益阳高新区税务局提倡“非接触式”办
税，依托电子税务局、手机APP、微信、自助办税终端、纳
税服务热线等方式畅通办税渠道，线上办税、预约办税的
纳税人占比近80%，改善了办税大厅拥挤等状况，降低了
感染风险。同时，在做好办税服务场所疫情防控应急预案
和消毒措施的基础上，该局开通6个服务窗口，为必须现
场办税的纳税人提供正常服务。今年以来，园区纳税人通
过电子税务局办理纳税申报9300余户次，电子申报率近
97%。

该局还通过线上线下联动，以驻企面对面、微信点对
点等方式，重点宣传税收优惠“十项举措”，共为8户纳税
人办理延期申报业务，为7户纳税人办理延期缴纳税款共
计687万元，为6家公司办理出口货物退税共计694万元。
通过代办转报等便民举措，减少审批层级，提高办税效率，
解决了纳税人的实际困难。

该局还为辖内300余家企业送去实用、管用的优惠政
策“大礼包”。向辖区内年纳税额100万以上的企业发放定
制版的《新冠肺炎疫情税收优惠事项告知书》，集中告知与
本企业、本行业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 湖南日报3月5日讯（记者 郑丹枚 通讯员

周超群）3月4日上午，湖南山立水电设备制造公
司，外贸部员工姚细妹正通过视频连线和哈萨克
斯坦的切热河水电站项目负责人对接，帮助他们
安装 3 套 8600 千瓦的水能发电机组，确保该项
目上半年交付使用。

位于新宁县的湖南山立水电设备制造公司
是一家生产小型水轮机、发电机和励磁屏等产品
的专业公司，产品远销泰国、巴基斯坦、格鲁吉
亚、厄瓜多尔等国家。受疫情影响，国内工程师去
不了国外，海外项目遭到较大影响。

了解到该公司情况后，邵阳市商务部门派出
企业联络员上门服务，协助公司借助现代通讯技
术，采取境内外远程在线办公的办法与海外企业

或业主沟通，弥补员工不能抵达现场的不足，确
保境外项目有序推进。目前，该公司已恢复生产，
加紧赶制印尼、乌干达等国家的订单。

据悉，山立公司现有海外项目5个，正在赶
制3000多万元的出口设备。公司董事长姜庆红
说：“虽然疫情对外贸企业影响较大，但是国家和
地方出台了一揽子优惠政策帮助企业复工复产，
商务部门也热情服务，我们对接下来的生产充满
信心。”

据了解，为支持外贸企业顺利复工复产，邵阳
市商务部门采取“一企一策”帮扶措施，帮助化解
疫情不利影响，努力恢复生产和新增国外订单，全
力争取实现今年贸易增长目标。截至3月3日，邵
阳市560家外贸企业复工，复工率达89.6%。

又闻机器响 开足马力干
——张吉怀铁路怀化段、怀化枢纽编组站等重点工程建设见闻

网上办公对接海外项目
邵阳商务部门上门为外贸企业解难题

湖南日报3月5日讯（通讯员 王曲波
记者 李传新）保障全省儿童学生口罩的
需求是各级药品监管部门工作的重中之
重。3月2日，湖南省药品监管局组织召
开工作会议，要求加强儿童口罩的安全
监管工作，既要保“量”，更要保“质”，确
保不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省内 6 家儿童
口罩生产厂家所在地的市州市场监管局
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要求，省内6家儿童口罩生产厂

家所在地的市州市场监管局，要派出业务
骨干参加省市联合驻厂工作组，24小时专
人驻厂，实行生产、运行、产品质量情况日
报告制度。市场监管部门要把好原材料进
口关，加强对儿童口罩原材料的来源和质
量的监管，确保生产原材料安全可靠；把好
生产过程质量控制关，加强对儿童口罩生
产全过程监管，确保生产过程安全可控；把
好产品检验放行关，加强对儿童口罩出厂
的检验检测，产品全检合格后方可出厂。

湖南加大儿童口罩生产质量安全监管
安全有序 复工复产

土家“织娘”复工忙
3月5日，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乖幺妹土家族织锦基地，十余名土家族“织娘”在制作织锦产品。近日，该

区土家族织锦企业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组织复工复产，供应正在复苏的旅游市场。 邓道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