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
的
编
号

1

2

3

4

5

宗地编号

汉储2020-20号

汉储2020-22号

汉储2020-23号

汉储2020-24号

汉储2020-25号

宗地位置

汉寿县太子庙镇金
鹰路南段西侧

汉寿大道西侧、八角
西路南侧

汉寿县经七路西侧

汉寿县经七路西侧

汉寿县经七路东侧、
纬四路北侧

土地
面积
(m2)

40009

50853

1108

1301

12923

土地
用途

工业用地

住宅、商服

住宅、商服

住宅、商服

住宅、商服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0.9

2.0≤容积率≤2.5

1.8≤容积率≤2.3

2.0≤容积率≤2.5

1.8≤容积率≤2.3

建筑密度
(%)

≥35

≤35

≤26

≤26

≤26

绿地率
(%)

≤13

≥35

≥35

≥35

≥35

出让
年限
(年)

50

住宅70、商服40

住宅70、商服40

住宅70、商服40

住宅70、商服40

起始价
(万元)

1708

10171

690

810

8051

增价幅度
（万元）

35或35的整数倍

204或204的整数倍

14或14的整数倍

17或17的整数倍

161或161的整数倍

竞买预交款项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342

2035

138

162

1611

土地
预付款
(万元)

/

3051

/

/

/

交易服务
费预付款
(万元)

15

47

8

9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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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至2020年7月9日

2、网上下载出让文件期间：2020 年
6月20日至2020年7月17日

3、网上挂牌期间：标的 1:2020 年 7
月10日9:00至2020年7月20日10:10；
标的2:2020年7月10日9:00至2020年
7月20日10:15；标的3:2020年7月10日
9:00 至 2020 年 7 月 20 日 10:20；标的 4:
2020年7月10日9:00至2020年7月20
日 10:25；标的 5:2020 年 7 月 10 日 9:00
至2020年7月20日10:30

4、网上竞买申请（报名）截止时间：
2020年7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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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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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处市民之家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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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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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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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0

日至2020年7月9日

2、网上下载出让文件期间：2020年
6月20日至2020年7月17日

3、网上挂牌期间：
标的1：2020 年 7 月 10 日 9:00 至

2020年7月20日10:00
标的2：2020 年 7 月 10 日 9:00 至

2020年7月20日10:05
4、网上竞买申请（报名）截止时间：

2020年7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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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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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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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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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

标的
编号

1

2

宗地编号

桃 2020-
38号
桃 2020-
39号

宗地位置

漳江街道漳
江阁社区
浔阳街道尧
河居委会

土地
面积
(m2)

7588.26

99661.63

土地
用途

零售商业用地
（市场用地）
城镇商业服务
业设施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0

≤5.0

建筑
密度
(%)

≤60

≤40

绿地率
(%)

/

≥20

出让
年限
年)

40

40

起始价
(万元)

3300

38200

增价
幅度

（万元）

50 或 50 的
整数倍
100 或 100
的整数倍

竞买预交款项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700

8000

土地
预付款
（万元）

/

/

交易服务
费预付款
(万元)

25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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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号

政治·文教07 2020年6月20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 唐爱平 版式编辑 张杨

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在疫情防控最吃劲之时，这家企业的
董事长带领 8 名员工赶赴湖北武汉战

“疫”；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当
中，企业上下迎难而上，危中寻机，两个多
月来先后有新田县社会福利中心等8个省
内外养老项目开业或开工。

这家企业就是湖南康乐年华养老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康乐年华”)，董事
长袁治 6 月 17 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带队去武汉战‘疫’，就有不向困难低头、
敢于化危为机之意。”

困难不可怕，借力克服它
新冠肺炎疫情对养老服务业带来严

重影响。民政部养老服务司不久前的抽样
调查显示，民办养老机构与上年同期相比
收入减少 20%左右，平均支出增加 20%-
30%。康乐年华的情形也是如此，经营压
力非常大。

面对困难的态度决定一个企业家的
高度。在 1 月 31 日康乐年华战略发展会
上，袁治董事长、袁云犁总经理说，社会经
济发生变局调整，不少企业和个人面临收
入降低等压力，但凡事具有两面性，经济
形势趋紧带来社会预期降低，标的物评估
价值跟着下降，就养老服务业来说获得床
位的成本会比疫情前更低，跟政府间达成
合作会更便利，这些变化对于希望快速集
团化、规模化、区域化发展的康乐年华来
说，蕴含难得的机会。

康乐年华统一全员认识：困难不可
怕，要善于向时代借力勇敢克服它。按照

省民政厅部署，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康乐年华咬定发展目标加油
干，新田、临湘、江苏镇江扬中等地的存量
项目抓紧推进，长沙、常德、张家界等地的
增量项目尽早开工。

新田县社会福利中心项目集养老、医
疗等多功能于一体，地上建筑面积 1.5 万
余平方米，拥有床位278张，康乐年华公司
去年以公建民营方式中标以后，原本与当
地政府约定一次性投入 600 万元，今年 4
月整栋楼 6 层空间同时营业。但一场疫情
打乱了全部计划。公司没有怨天尤人，积
极克服疫情影响推进项目，当地政府充分
理解康乐年华所遇难处，主动为企业纾
困，放弃整栋楼一次性开业的想法，允许
先开业两层楼，剩余楼层待条件成熟后再
开业。5月 6日，一二层 100 多张床位试营
业，当地 84 岁的黄竹凤、64 岁的田学初
等老人首批入住崭新房间，别提有多高兴
了。试营业一个多月来，各方面反映良
好，公司近日打出招聘 7 名护理员的广
告，向社会招兵买马，一时间引来不少人
咨询报名。

非常之时，善用非常之策
“非常之时，政府惠企稳岗的政策雪

中送炭，给了我们战胜困难的强大信心！”
袁云犁说，疫情暴发后，省民政厅联合省
财政厅及时出台了《应对疫情影响支持民
营养老机构发展的若干措施》，切实减轻

了疫情对民营养老机构的影响。
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唐白玉介

绍，我省明确提高了养老机构运营补贴标
准，2020 年一季度，运营补贴省级补助标
准由每人每月 50 元提高至每人每月 100
元。全省减免公建民营养老机构上缴费
用，对民政系统公建民营养老机构减免
2020 年度场地租赁、运营管理等上缴费
用，免租期内的在原有期限上顺延 1 年。
各级民政部门还主动协调，帮助民营养老
机构落实企业帮扶、金融支持、税费支
持、财政补贴、稳岗就业等优惠政策。

非常之时善用非常之举。为了减轻现
金流压力，康乐年华采取战略合作方式，
先后与国投健康等央企，利安人寿等保险
公司开展合作，成为其重资产康养项目的
合作运营方。目前，拥有 860 张床位的上
海虹口区彩虹湾老年福利院、350 张床位
的南京市淳化利安康乐颐养院等入住老
人增多，院内生活其乐融融。

非常之时苦练内功。去年，康乐年华
中标公建民营项目湖南省湘民康复养老
中心，这是一个总投资1.1亿元，建筑面积
1.3 万平方米，总床位 360 张，医、养、康深
度融合的养老项目。武汉战“疫”经历让袁
治感到，未来国家在公共卫生防疫上会有
新标准，养老机构医养结合不能医和养混
在一栋楼里、共用一个空间。因此，康乐年
华调整了项目的功能布局，调整医护区，
与养老院分区运行。大环境吃紧还主动花

钱补短板，有的人不理解，袁治说，越是困
难之时越要练好内功，做到先人一步才会
赢得未来。

股权激励，拼搏向前
一个月的武汉战“疫”，袁治等康乐年

华养老人无惧生死、冲锋在前，最近她被
省民政厅等部门授予“最美民政人”“最
美疫情防控志愿者”称号，公司其他人也
得到当地政府和部门的表彰奖励。康乐年
华企业内网、手机微信群等广泛宣传援鄂
队员的感人事迹，汇聚起为国奉献、共克
时艰的强大正能量。

作为全国布局连锁发展的湖南省
养老产业龙头企业，康乐年华如今拥有
直营、加盟连锁医养机构 110 余家，床
位近 3 万张，未来 3 年他们将聚焦长三
角和中南地区进行养老产业深入布局，
积极对接资本、加速发展。5 月 28 日，康
乐年华集团举办首期高管、机构院长年
度目标责任状暨股权激励签约仪式，以
改革激发活力、创新筑就动能。袁云犁
在仪式上慷慨激昂地说：“面对困难，需
要勇于作关键选择的睿智，也需要敢于
告别舒适的魄力，养老行业更加需要目
标坚定与激励匹配，才能激发人的智慧
和潜能。”

明知前路布满荆棘，一身血性勇毅前
行，这就是康乐年华养老人、能征善战的

“养老湘军”！

通讯员 欧阳林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6月18日，76年前的这天，日
寇再次侵占长沙，第四次长沙会
战宣告结束。据史料记载，自1938
年 11 月岳阳沦陷以后，中日两军
即开始在湖南湖北一带排兵布
阵，驻湖北武汉的日寇第 11 军先
后从鄂南、湘北、赣北，4次向长沙
发动大规模进攻，意图夺取湖南
省会，进而南下广州，打通南北大
动脉。

为了阻挡日军，中国军队在
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
分设 4 道防线。近日，汨罗市红色
收藏家彭彪和儿子彭胡湾在整理
这些年来收藏的子弹壳时发现，
汨罗江防线战争激烈，汨罗江畔
出现了“万国牌”弹药，即由很多
国家制造的弹药。

走进汨罗市大众南路红色收
藏馆，犹如走进了一个小型历史
博物馆。锔瓷、“努力救国”茶壶、
沙家浜黑胶唱片、“天路”青藏铁
路通车纪念章……一件件老物件
琳琅满目，无不诉说着近百年的
中国历史。

长条桌上摆放得整齐的塑料
袋，里面装有大小不一、各式各样
的子弹壳。“这是近 20 年来从汨
罗江南渡桥至新市镇段收集到的
子弹壳，包括弹头、弹壳、马尾雷
等，大概有1000多个。”彭彪是汨
罗市知名的红色收藏家，他将这
段收藏故事娓娓道来。

近期，彭彪父子俩开始清洗
和整理这些子弹壳。因年代久远，
弹身锈迹斑斑。为了清洗干净，父
子俩指尖的皮磨掉了几层。经过
连日来的努力，子弹壳已被分门
别类。

记者发现，很多子弹壳圆圆
的一头，都刻有字母和数字等标
识。“这是代表什么呢？”记者问。

“那是厂家代码和制弹年份。
也正是有了这些标识，我们才能
分清子弹的来源。”出生于 1993
年的彭胡湾，从小跟着父亲，也成
了一名红色小收藏家。他说，为了
鉴别子弹来源，他们还邀请了国
内相关专家进行指导，并详细翻
阅《战争遗留旧杂式弹药标志识
别大全》进行核实。

“比如，Ⅶ36 这个符号，代表
着 1936 年生产的‘英七七’子弹，
口径7.7毫米。”彭胡湾说，“不过，
因有些破损严重，也有些锈坏了，
实在辨识不了。”

从整理出的子弹壳，彭胡湾
发现，汨罗江这段发现的弹药五
花八门、来源广泛。有汉阳兵工
厂、巩县兵工厂、广东兵工厂、济
南兵工厂、石井兵工厂、奉天兵工
厂、金陵兵工厂、德州兵工厂、第
20兵工厂、第 25兵工厂、第 40兵
工厂、重庆手榴弹厂、江南制造局
等诸多兵工厂生产的弹壳，另外
还有仿德国造的M24式手榴弹以
及蒋造二三式手榴弹壳。

“我们还发现了很多由美国、
英国、比利时、加拿大、土耳其、葡
萄牙、印度、挪威、捷克、奥地利、
匈牙利、澳大利亚、南非、西班牙
等国家制造的弹药。特别值得注
意的是，沙俄时代的步枪弹露面
了，后期苏联时代生产的弹药也
来了。更有甚者，德国的一战‘老
爷弹’居然也被发现了。”彭胡湾
说，“更离谱的是，纳粹的定制子
弹、西班牙内战定制的子弹都出
现了；清末时代的弹药，也重新走
上了抗战的前线。”

“‘八竿子打不着’的弹药都
到了汨罗江，这说明当时中方武
器的薄弱，也说明中国军队打仗
的艰难。如果不是万不得已，谁愿
意东拼西凑用这么多杂乱的武器
弹药，甚至用一些‘老爷弹’打仗
呢？”彭彪补充道，电影《集结号》
中，连长谷子地在片中拿一把“英
七七”说，“这枪真的不好使。”经
资料核实，这也是因为子弹极其
难找的缘故。

“相比而言，日方使用的品种
规范标准单一，这说明日军国力
强盛，当时武器已实现系统化和
标准化，其步枪基本是常见的有
坂6.5毫米步枪弹，即三八式步枪
弹。”彭彪说。

“汨罗江上出现的‘万国牌’
弹药，它们见证了当时的血泪抗
战史，也证明了中日双方实力的
巨大差距。”彭胡湾说，“尽管如
此，中方军队仍然没有退缩，与日
寇进行殊死搏斗，顽强地抗击侵
略者，用血与火完美诠释了湖湘
文化中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

见证血泪湘北抗战史

“万国牌”弹药
惊现汨罗江

幸福新湖南 民政伴你行

危中寻机开新局
——民办养老机构康乐年华纾困解难的故事

湖南日报6月 19日讯（记者 龙
文泱）今天，为期 3 天的第 23 届湖南
文物交流会在湖南省文物总店、湖南
古玩城开幕。

受到疫情影响，我国港澳台地
区及海外参展商大幅减少，但长沙
的市场龙头地位依然吸引了内地各
省的参展商踊跃参展。“考虑到参展
商来自天南地北，我们制定了疫情
防控方案，严格执行。”活动主办方
湖 南 省 文 物 总 店 总 经 理 郭 学 仁 介
绍，他们建立了参展人员信息库，进
行实名登记，参会前告知防控要求，
近 21 天内有出境史、居民健康码为
红码或黄码等 6 种情况人员禁止入
场。参展人员须佩戴口罩，出示身份
证和健康码，体温检测合格后方可
进入会场。同时，加强营业场所通
风，电梯、展柜、卫生间等公共区域

每天消毒 4 次。
“今天的成交额比上届文物交流

会开幕当天的成交额下降了许多，主
要原因是疫情影响导致参会人数减少
和整体购买力降低。但成交价我还是
比较满意的，这说明精品依然受到市
场认可。”在省文物总店 7 楼，来自辽
宁沈阳的参展商周博告诉记者，这是
他第 7 年参加湖南文物交流会。他主
要经营玉器，长沙玉器交易市场兴旺，
湖南每年春秋季的两场文物交流会他
都要来。

“虽然整体行情不好，但高端文物
艺术品价格稳定，甚至略有上涨。”记
者与多位参展商交流，他们与周博的
观点类似。来自江苏苏州的资深藏家
徐建航说，他入行 30 余年，经历过多
次起落，“相信随着疫情的结束，市场
很快会恢复活力。”

第23届湖南文物交流会开幕

星城夜空上演天幕光影秀
6月19日晚，一场无人机天幕光影秀在长沙夜空上演。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陈薇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