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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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3

日至2020年12月2日
2、网上下载出让文件期间：2020年

11月13日至2020年12月11日

3、网上挂牌期间：
标的 1：2020 年 12 月 3 日 9:00 至

2020年12月14日10:00
标的 2：2020 年 12 月 3 日 9:00 至

2020年12月14日10:05
标的 3：2020 年 12 月 3 日 9:00 至

2020年12月14日10:10
标的 4：2020 年 12 月 3 日 9:00 至

2020年12月14日10:15
标的 5：2020 年 12 月 3 日 9:00 至

2020年12月14日10:20
标的 6：2020 年 12 月 3 日 9:00 至

2020年12月14日10:25

4、网上竞买申请（报名）截止时间：
2020年12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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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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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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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号

标的
编号

1

2

3

4

5

6

宗地编号

桃2020-73

桃2020-62

桃2020-75

桃2020-76

桃2020-77

桃2020-78

宗地位置

桃源县浔阳街道洞庭宫居委会

桃源县浔阳街道莲花湖社区

桃源县青林回族维吾尔族乡青林村

桃源县青林回族维吾尔族乡金堰村

桃源县陬市镇高湾村

桃源县漆河镇涌泉村

土地
面积(m2)

6061.90

3660.50

19317.20

40651.91

46405.73

6848.79

土地用途

零售商业用地

零售商业用地

其他商服用地

其他商服用地

其他商服用地

零售商业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6.0

≤6.0

≤3.5

≤4.5

≤3.0

≤6.0

建筑密度
(%)

≤45

≤45

≤45

≤45

≤40

≤45

绿地率
(%)

≥12

≥12

≥20

≥25

≥30

≥12

出让
年限
(年)

40

40

40

40

40

40

起始价
(万元)

4700

6200

6500

15200

14000

1300

增价幅度
（万元）

50或50的整数倍

50或50的整数倍

100或100的整数倍

100或100的整数倍

100或100的整数倍

20或20的整数倍

竞买预交款项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000

1500

1300

3500

2800

300

土地预付款
（万元）

/

/

/

/

/

/

交易服务费
预付款
(万元)

33

38

39

50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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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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鼎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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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市鼎城区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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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至2020年12月2日
2、网上下载出让文件期间：
2020年11月13日至2020年12月11日
3、网上挂牌期间：
标的 1：2020 年 12 月 3 日 9:00 至 2020 年

12月14日10:00
4、网上竞买申请（报名）截止时间：
2020年12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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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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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市鼎城区自然资源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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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自然资源厅举报电话：
0731—89991216
出让人联系人：卢女士
联系电话：0736—7821013
挂牌人联系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0736—7256332

常德市鼎城区自然资源局
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11月12日

常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常(鼎)土网挂告〔2020〕6号

标的
编号

1

宗地编号

常 鼎（2020）
20号

宗地位置

鼎城区江南城区滨
江大道与红云路交
会处西南角

土地面积
(m2)

85506.12

土地用途

零售商业、
城镇住宅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2.5-3.5

建筑密
度(%)

≤22

绿地率
(%)

≥35

出让年限
(年)

零 售 商 业
40、城镇住
宅70

起始价
(万元)

46400

增价
幅度

（万元）

200或
200的
整数倍

竞买预交款项

竞买保证
金(万元)

26400

土地预付
款（万元）

/

交易服务费预
付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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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12
日电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李
斌 12 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介绍了今冬疫
情防控专家研判结论：目前
全球疫情加速蔓延，我国面
临的境外输入病例导致本
地传播风险增大，冬季将处
于疫情零星散发状态，局部
地区可能发生聚集性疫情。
冬季其他呼吸道传染病进
入高发期，疫情防控一刻不
能放松。

外交部副部长罗
照辉表示，我国从境
外累计输入病例已达
3600 多例，10 月比 9
月增长了45%。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是当前防
控工作重中之重，不能
麻痹大意。近期我国动
态调整了相关疫情防
控举措：一是增加一次
血清抗体检测，二是登
机前的核酸检测由 72
小时缩减到 48 小时，
三是在中转地也增加

了一次检测，四是对一些疫
情高发国家不得不采取一些
紧缩签证政策。同时，航班熔
断机制继续更加严格执行。

国家移民管理局副局长尹成基介绍，
根据近期国际疫情形势，结合冬季口岸边
境季节性特点，我国继续强化移民出入境
管理措施。继续暂停外国人持部分有效签
证、居留许可入境，继续暂停口岸签证和区
域性免签政策。从严审批中国公民旅游等
非必要事由的出入境证件申请，劝阻和限

制内地居民旅游、探亲、访友等
非必要、非急需出入境活动。

为有效防范疫情通过进口
冷链食品输入风险，海关总署进
出口食品安全局局长毕克新介
绍，全国海关进一步加大了进口
冷链食品检疫力度。目前已与有
冷链食品输华贸易的全部 109
个国家的主管部门进行了沟通
和磋商，累计抽查50个国家140
家进口冷链食品生产企业，对查
出问题的 22 家企业采取了暂停
或者撤销其注册资格等措施。截
至11日，已对发生员工感染新冠
肺炎的20个国家99家生产企业
采取暂停其产品进口的措施，其
中 82 家企业在出现疫情后自主
暂停了对华出口。

对公众来讲，李斌说，人群
对新冠病毒普遍易感，要突出

“防”字，养成戴口罩、勤洗手、分
餐制等卫生习惯。对老年人、儿
童、孕产妇等重点人群，要强化
卫生防护措施，尽量减少外出。

国
家
卫
健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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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

业内人士表示，按照《进口冷链食品预防
性全面消毒工作方案》要求，在进口冷链食品
首次与我境内人员接触前实施预防性全面消
毒处理，可以从源头上最大程度降低新冠病毒
通过进口冷链食品输入风险。

国内冻品和水产进口供应链服务平台优
合集团天津分公司总经理王丽表示，进口冻品
的消毒处理工作应避免降低口岸通关效率，造
成货物积压滞港。她认为，进口冻品在进入冷
库、未流通至市场之前是进行货物消杀的较好
时机，而且各流程应避免重复消毒。同时应注
意保护货品外包装，避免二次污染。

一些码头管理人员和工人建议，相关部门
应组织科技人员联合攻关，对冷链食品装卸装
备进行升级换代，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接触风
险。同时推广使用紫外线灯，对冻品进行不拆
包装照射，最大限度地用现代科技提升疫情防
控水平。

天津市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何鹏表
示，针对冷链食品导致的疫情传播，必须始
终坚持人物共防策略，如果源头管控工作存
在疏漏，就会增加疫情局部传播的风险，增
大防控成本。

何鹏建议，冷链相关从业人员要增强个

人防护意识，避免皮肤直接接触可能被污染
的冷链食品。装卸工人在装卸来自有疫情发
生地区的进口冷链食品时，务必全程规范戴
好口罩，避免货物紧贴面部、手触摸口鼻。穿
戴多个防护用品时，务必确保防护口罩最后
摘除。

顾清建议，消费者不要采购没有明确来源
信息的冷链食品。选购冷链食品时，应正确佩
戴口罩，避免徒手接触食品表面；购物后及时
用肥皂或洗手液清洗双手，洗手前，双手不碰
触口、鼻、眼等部位。

（新华社天津11月12日电）

从11月1日起，北京市冷链
食品追溯平台正式启用，进口冷
藏冷冻肉类、水产品需上传追溯
数据，并落实电子追溯码赋码、贴
码等才可销售。北京市丰台区东
高地街道的物美超市内进口冷冻
食品柜台悬挂出“北京冷链”追溯
二维码。 新华社发

7日，天津接到山东省德州市通报，经
天津入境的德国进口猪前肘外包装标本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同一天，天津
又接到山西省太原市通报，当地某企业经
天津入境的印度进口冻带鱼外包装标本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

7 日 18 时至 8 日 8 时，天津市新增本
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 例，系天津海联冷
冻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装卸工人；

10 日 ，天 津 又 增 1 名 无 症 状 感 染
者，系天津滨海新区东疆港一名冷链从
业人员；

11日，天津 1名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
者确诊，系海联冷库关联人员；同日，天津
市一水产批发店的1份大比目鱼外包装涂
抹样本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

短短几天时间，天津出现的病例均与
冷链相关。事实上，今年 6月以来，全国多
地局部疫情源头也都指向冷链，进口三文
鱼、厄瓜多尔冷冻南美白虾等冷链产品也
屡次被检出携带新冠病毒。

9 月下旬，青岛港曾装卸过冷冻海鲜
的 2 名工人感染新冠病毒。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在对青岛新冠肺炎疫情溯源调
查过程中，从青岛港工人搬运的进口冷
冻鳕鱼的外包装阳性样本中检测分离到
活病毒。这是国际上首次在冷链食品外
包装上分离到新冠活病毒，并证实接触
新冠活病毒污染的外包装可导致感染。

多地进口冷链食品
外包装检出新冠病毒

记者调查发现，冷链屡次成为疫情风险点
有多种原因。

首先，新冠肺炎病毒耐低温的特性使其在
冷链食品表面更易存活。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副
主任、天津市疾控中心主任顾清介绍，此前研
究证实新冠病毒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条件下
仍可存活，冷库环境温度较低，适合病毒长期
存活。

其次，各地在进行进口冷链疫情防控工作
时，虽然会结合全球疫情最新形势全面收集信
息，科学确定抽检商品种类和批次，但进口冷
链食品数量多，抽检难以发现所有病毒。

记者在多地调查发现，受封存场地、检测

能力、消毒设施、人员配备等因素限制，难以做
到对所有批次取样检测。

此次涉事的天津海联冷冻食品有限责任
公司冷库面积 7500 平方米左右，最大仓储量
约1200吨。公司总经理张彦起表示，公司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和要求进行防疫，但此前没有强
制规定冷库企业对货品全面消杀。

首农（天津）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主要提
供进出口商品的仓储、分拨和配货服务。公司
副总经理郝学志介绍，在此次天津疫情发生之
前，公司就要求凡是进入库区的人员都必须提
供 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还会对所有出库
货物外包装进行消杀，防止病毒传播。

郝学志也坦言：“每一个环节都可能
出现疫情传播，我们无法判断病毒潜藏在
外包装、内包装还是食品本身，全部检测
的背后是巨大的人力成本与时间成本。”

此外，装卸环节成为防疫的难点之
一。记者在北方某港口看到，进口的冷
冻集装箱货物进入冷库时，各类冻品需要装卸
工人一件件手工掏箱，然后再用叉车转移至冷
库中储存。

记者在华东某港口采访了解到，许多地区
装卸冷冻海产品的工艺落后，由于冷冻海产品
多是件杂货，必须由港口装卸工人下到船舱，
将货物一件件搬抬到网兜，再由吊机吊下船。

冷链为何潜藏风险大

冷链防疫还需协同作战、人物共防

11月7日至11日，天津接连
查出冷链从业者感染新冠肺炎，冷
链食品外包装也被检出新冠病毒。
此前，大连、青岛等地的局部疫情
也均与进口冷链食品有关。

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
防联控机制9日向全国印发《进口
冷链食品预防性全面消毒工作方
案》，要求在进口冷链食品首次与
我境内人员接触前，实施预防性全
面消毒处理。海关、交通、卫生、市
场监管等各部门各司其职。

进口冷链食品
为何屡次成为疫情风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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