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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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9

日至2020年10月8日
2、网上下载出让文件期间：2020

年9月19日至2020年10月16日
3、网上挂牌期间：
标的 1：2020 年 10 月 9 日 9：00 至

2020年10月19日10：00
标的 2：2020 年 10 月 9 日 9：00 至

2020年10月19日10：05
标的 3：2020 年 10 月 9 日 9：00 至

2020年10月19日10：10
标的 4：2020 年 10 月 9 日 9：00 至

2020年10月19日10：15
标的 5：2020 年 10 月 9 日 9：00 至

2020年10月19日10：20
标的 6：2020 年 10 月 9 日 9：00 至

2020年10月19日10：25
标的 7：2020 年 10 月 9 日 9：00 至

2020年10月19日10：30
4、网上竞买申请（报名）截止时间：

2020年10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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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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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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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号

标的
编号

1

2

3

4

5

6

7

宗地编号

桃2020-50号

桃2020-51号

桃2020-52号

桃2020-53号

桃2020-54号

桃2020-55号

桃2020-56号

宗地位置

桃源县九溪镇凉
桥村
桃源县架桥镇栖
凤山村
桃源县茶庵铺镇
桥东社区
桃源县陬市镇解
放街居委会

漳江街道延泉村

桃源县漆河黄婆
店村
桃源县漳江街道
交岩社区

土地面积
(m2)

12793.75

17626

9812.92

18509.68

7951.51

9490.15

8282.65

土地用途

城镇商业服务业
设施用地
城镇商业服务业
设施用地
城镇商业服务业
设施用地
城镇商业服务业
设施用地
城镇商业服务业
设施用地
城镇商业服务业
设施用地
城镇商业服务业
设施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5.6

≤5.6

≤6.0

≤6.0

≤6.0

≤6.0

≤6.0

建筑
密度(%)

≤43

≤43

≤45

≤45

≤45

≤45

≤45

绿地率
(%)

≥12

≥12

≥12

≥12

≥12

≥12

≥12

出让年限
(年)

40

40

40

40

40

40

40

起始价
(万元)

2600

1700

3300

7200

1800

1500

1950

增价幅度
（万元）

20 或 20 的
整数倍
20 或 20 的
整数倍
20 或 20 的
整数倍
20 或 20 的
整数倍
20 或 20 的
整数倍
20 或 20 的
整数倍
20 或 20 的
整数倍

竞买预交款项
竞买保证金

(万元)

600

350

700

1800

400

350

500

土地预付款
（万元）

/

/

/

/

/

/

/

交易服务费
预付款(万元)

20

15

25

41

16

14

17

湖南省特种设备第二批项目安全责任保险项目公开

比选即日起开始报名，凡有意合作的湖南省财产险公司均

可参加。

详情请登录：www.szsabxjj.com

联系人：陈先生

电 话：13786145071

深圳盛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9日

保险比选公告
土壤市本级项目库建设服务项目经常德市政府采购办审

核，土壤市本级项目库建设服务采购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
人为常德市生态环境局，采购项目预算价：6000000.00元，招
标代理机构为常德市伟恒招标咨询有限公司，现予以公告。
详情请关注常德市政府采购网（http://changd.ccgp-hunan.
gov.cn/）和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changde.
gov.cn/cdweb/）。

常德市伟恒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8日

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用匠人精神耕耘技工教育沃土
湖南省经济贸易高级技工学校校

长，高级讲师、高级职业指导师肖评，从
教33年，深耕基层，多次被评为省、市、
校先进个人和优秀共产党员。

在教师眼里，他是一位和蔼又有魄
力的领导，在学生眼中，他不仅是职业
的引路人，而且更是 24 小时“待机”的
好老师。他用匠人精神诠释着他对技
工教育的热爱，辛勤耕耘在技工教育这
片沃土上，结出累累硕果。

打造办学优势 促进内涵发展
多年来，学校坚持“高端引领、校企

合作、多元办学、内涵发展”，学校健康
稳 步 快 速 高 质 量 发 展 。 ISO9001—
2000,ISO9001—2008在该校得到了良
好的运行，并有效地推动了该标准在同
类型职业院校中的广泛应用。

2007 年以来，在肖评和其他班子
领导的积极努力下，学校先后新建了机
加工实训车间、汽车维修实训车间和粮
油食品检测实训中心、工业机器人实训
室、3D 打印实训室，新建了 1.2 万平方
米的粮油综合实训大楼。先后增设了
粮食工程、食品加工、数控加工、汽车运
用与维修、电子商务、工业机器人、幼儿
教育等十多个专业，为学校健康稳步向
前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身先士卒，带领招生队伍到基层

中学、下乡镇、入农户进行阳光招生宣
传，从 1998年—2020年个人累计为学
校招生 2200 多人，成功开发贵州凯里
市等30多个生源基地，学校办学规模由
原来的 800 人发展壮大到近 4000 人。
近3年来，学校招生异常火爆，中考成绩
公布后10天左右，就能圆满完成招生计
划，尤其在今年，首次在技工院校中开创
了设置最低录取控制线录取新生的先
例，生源素质有了大幅的提升。

创新人才培养，激发内生动力
他从事技工教育工作 33 年，教育

的学生近万人，对教学工作有着深深的
情怀，即使 2007 年起走上了领导工作
岗位，也坚持在教学一线教书育人。

在教学中，他潜心钻研教材，书写教
案一丝不苟；在教学管理中，他科学严谨，
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教师评价考核体系；他
重视师资培养，多次组织教师赴沿海职业
教育发达地区进行教师专业素养和专业
技能提升培训，带领青年教师到企业挂职
锻炼，到企业进行顶岗实习等。他积极参
加并推进“教、科、研”活动，鼓励教师积极
参与教育教学研究改革。

近几年来，学校课题研究成果丰
硕，获国家级课题 2 个，省级重点课题
6 个，省级一般课题 8 个；他注重师生
职业技能的培养，鼓励教师和学生参

加各类职业技能竞赛。近三年，该校
获全国粮食行业技能竞赛中职组金牌
1枚，银牌 1枚；省级技能竞赛一等奖 5
项，二等奖 5项，三等奖 15项。

突出德育教育，学生德技双修
肖评担任党委书记期间，主持党建、

文明创建、综治维稳、德育教育和学生管
理工作。工作中能准确把握现代职业教
育规律，认真分析技工院校学生特点，强
化大德育教育观，实行“德育生活化”，倡
导养成教育，将德育工作浸润到学生学
习、生活、实训及其他各项活动中，学校的
德育和学生管理工作跃上了新台阶。

构建“三全育人”德育工作体系；制
定《班主任考核工作条例》和《副班主任
管理办法》；修订和完善了学生操行评价
体系，制定《学生德育品行量化考核簿》；
将“7S管理”引入学校教室、寝室、实训
室、办公室、校园环境及学生食堂，使整
个校园现场管理更加整洁、干净、有序；
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体育活动
和竞赛，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

学生在校期间不仅掌握了扎实的专
业技能，还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深受
用人企业的欢迎，很多单位纷纷到学校来

“预订”、“抢订”，学生就业率达98%。
目前，学校在他的带领下，聚焦核

心职能，推动改革发展，向着打造粮储湘
军的“摇篮”——湖南粮油食品工程技师
学院的目标奋进！ (王 茜 张福芳)

根据湖南省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工作推进小组《关于湖
南科技报社、第二课堂杂志社改革方案的批复》（湘经事改
复字[2020]57号），第二课堂杂志社将转企改制。为此，第二
课堂杂志社依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有关
规定，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
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20年9月19日起90日内持相关证明
材料，向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联系人：赵海波 联系电话：13807312187
联系地址：长沙市开福区东风路17号

第二课堂杂志社
2020年9月19日

第二课堂杂志社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根据湖南省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工作推进小组《关于
湖南科技报社、第二课堂杂志社改革方案的批复》（湘经事改
复字[2020]57号），湖南科技报社将转企改制。为此，湖南
科技报社依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有关
规定，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
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20年9月19日起90日内持相关证明
材料，向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联系人：蔡建文 联系电话：15973108288
联系地址：长沙市芙蓉区八一路 59 号产权大楼二楼

湖南科技报社
2020年9月19日

湖南科技报社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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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年前，中国人民和世界人
民一起，迎来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战后不久，
联合国应运而生，成为最广泛、最
权威的国际性政府间合作组织。

30年前，中国首次向联合国
停战监督组织派出5名军事观察
员。从此拉开了中国军队参加联
合国维和行动的序幕。

30年弹指一挥间。9月18日，中
国首次发布《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
和行动30年》白皮书，用政府重要文
件的形式向世界宣示：中国始终是世
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
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军队始
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30年来，中国军队始终认真践行《联合国
宪章》宗旨和原则，坚定支持联合国在维和行
动中的主导地位，支持联合国通过改革构建
更加完善的维和行动体系。

中国维和部队严格遵循“当事国同意、中
立、非自卫或履行授权不使用武力”的维和行
动基本原则，充分尊重当事国政府自主选择
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权利，尊重当事国民
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维和官兵全部被授予
了联合国维和勋章，实现了零违纪、零遣返，
彰显了和平之师、正义之师、文明之师形象。

监督停火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初始职
能，对维持停火协议、减少冲突、维护地区和
平至关重要。大量中国维和军事专业人员在
冲突一线通过巡逻、观察、报告等工作监督冲
突各方对停火协议的履行情况。

稳定局势是推进和平进程的前提条件，
部分维和任务区安全形势严峻，各类冲突不
断，中国维和官兵通过武装巡逻、隔离冲突、
止暴平暴等行动稳定安全局势，为和平争取
机会，为生命赢得时间。

保护平民，尤其是保护妇女、儿童、难民
和流离失所者等弱势群体的安全是维和行动
正义性的体现。中国维和官兵不仅通过警戒、
护卫等行动为当地平民提供直接安全保障，
还通过预防冲突，减少冲突，化解冲突。

安全护卫是确保联合国特派团设施和人
员安全的重要任务。联合国维和行动安全环
境日趋复杂，联合国维和人员的伤亡数量持
续攀升。中国军队派出维和安全部队，保护特
派团人员和设施安全。

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
行动30年》白皮书。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坚定不移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
承担一个大国的国际责任

如今在世界的很多角落，都有中
国维和军人在为和平争取机会，为生
命赢得时间。

从出兵人数看，中国出兵人数位
列5个常任理事国之首，常年向联合
国维和行动提供 2500 多名维和军
人，分布在9个维和任务区。维和军人
的类型，也由当年单一的军事观察员
扩展到步兵、工兵、运输、医疗、警卫、
直升机等多种类型分队。

30 年，中国已成为联合国维和
行动第二大出资国。当联合国维和
行动面临重重困难，部分成员国长
期拖欠联合国会费和摊款，导致联

合国财政陷入困境。与此同时，中国
所承担的维和摊款逐年增加，摊款
金额排名第二。

中国军队在参加联合国维和行
动过程中，既努力为东道国提供安全
稳定的环境，又积极参与社会重建、
民生改善、人道主义援助等工作，在
贫困和战乱频仍的土地上播撒大爱
和友谊，为身处苦难中的民众点亮希
望，成为中国“和合文化”的使者、中
国和平发展理念的传播者。

30 年来，中国维和部队参与了
联合国 20 多项维和行动，巡逻护
卫、停火监督、谈判调查……有效

维护了任务区安全稳定，促进了地
区和平重建。中国派出维和部队超
过 4 万人次；新建和修复 1.7 万多
公里道路和 300 多座桥梁；运送各
类物资器材超过 120 万吨，运输总
里程 1300 多万公里。中国有 16 名
维和军人不幸牺牲，数十人因病因
伤致残。

中国军队派出维和军人的数量
和类型全面发展，承担的职能和任务
不断拓展。中国维和官兵的足迹遍布
柬埔寨、刚果（金）、利比里亚、苏丹、
黎巴嫩、塞浦路斯、南苏丹、马里等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首部维和白皮书的“五个首次”
据新华社北京 9月18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18日发布《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年》白
皮书，这是中国政府首部维和专题型白皮书。白皮书全
文约1.4万字，由前言、正文、结束语和附录4部分组
成，以中、英、法、俄、德、西、阿、日等8个语种发表。

《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年》作为中
国政府发表的首部以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为主题的专题型白皮书，具有很强的系统性、权威性
和创新性，主要特点可以归纳为“5个首次”：

——首次明确提出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
行动的初心和使命。

——首次系统构建了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
和行动的政策体系。

——首次系统梳理了中国军队在联合国维和行动
中承担的主要任务。

——首次详细介绍了5年来中国全面落实联合国
维和峰会承诺情况。

——首次系统提出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
行动的愿景和倡议。

白皮书全文
请扫二维码

2015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
席联合国维和峰会，作出支持联合国
维和行动的6项承诺。5年来，中国政
府和军队以实际行动切实履行相关
承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继
续加大联合国维和行动参与力度。

——持续提供力量支撑。2015年
以来，中国军队发扬派遣保障分队参
加 维 和 行 动 的 传 统 和 优 势 ，派 出
7000多人次的工兵、医疗、直升机等
保障力量。2018 年 10 月，13 支维和
待命分队通过联合国考察评估晋升
为二级待命部队。2019年至2020年，
先后有6支维和待命分队由二级晋升

为三级待命部队。目前，中国维和待
命部队成为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
命机制中数量最多、种类最齐全、装
备最精良的力量。

——务实推进共建共享。携手共
进，合作共赢，是中国军队参加联合
国维和行动秉持的基本理念之一。
2015年以来，中国军队先后举办保护
平民、维和特派团高级官员、维和教
官等20批专业培训，为60多个国家
训练维和人员 1500 余人；推动落实
对非盟1亿美元无偿军事援助，支持
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
队建设。

——积极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是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军事
人员最多的国家，也是联合国维和行
动第二大出资国。2015年以来，中国
军队广泛参与联合国维和专题审议
和政策制定，组织《联合国维和工兵
分队手册》《联合国维和军事情报手
册》的专家编审国际会议，参加联合
国维和步兵、警卫、航空等多部指导
手册编写修订；就联合国维和行动改
革、提高维和行动效能、保障维和人
员安全等建言献策，为维和行动发展
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据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持续为世界和平作出新的贡献

图为中国第六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执行武装护卫联合国车队任务。

相关链接

中国首部海外维和战地
纪实电影《蓝色防线》上映
据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中国首部海外维

和战地纪实电影《蓝色防线》18日在全国上映。影
片展现了中国第一支成建制维和步兵营，在战火
纷飞的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期间，保护当地难民
营安全的故事。影片不仅真实生动地展现了“蓝
盔英雄”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
也彰显了中国用行动与实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大国担当，传递着人道主义的大爱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