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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的
编
号

1

2

3

4

5

宗地编号

澧国储
（2020）43号
澧国储

（2020）46号
澧国储

（2020）48号
澧国储

（2020）49号
澧国储

（2020）50号

宗地位置

澧阳街道新
河居委会
澧浦街道卢
家居委会
澧西街道朱
家岗居委会
澧浦街道卢
家居委会
澧浦街道卢
家居委会

土地面
积(m2)

7449.3

7442.29

8390.64

39284.7

33883.1

土地用途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公用设施用地）

工业用地

商住用地（城镇住宅、
其他商服用地）
商住用地（城镇住宅、
其他商服用地）
商住用地（城镇住宅、
其他商服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
率

≤0.5

≥0.75

≤2.8

≤2.5

≤2.5

建筑密
度(%)

≤50

≤40

≤28

≤25

≤25

绿地率
(%)

≥25

≤15

≥30

≥35

≥35

出让年限
(年)

50

30

商服 40、
住宅70
商服 40、
住宅70
商服 40、
住宅70

起始
价(万
元)

639

145

1995

8545

7369

增价幅度
（万元）

10 或 10
的整数倍
10 或 10
的整数倍
50 或 50
的整数倍
50 或 50
的整数倍
50 或 50
的整数倍

竞买预交款项
竞买保
证金
(万元)

128

29

399

1709

1474

土地预
付款(万
元)

511

116

1596

2564

2211

交易服务
费预付款
(万元)

7

2

17

4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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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澧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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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澧县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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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日至2020年12月8日
2、网上下载出让文件期间：2020年

11月19日至2020年12月18日
3、网上挂牌期间：
标的 1：2020 年 12 月 9 日 9:00 至

2020年12月21日10:00
标的 2：2020 年 12 月 9 日 9:00 至

2020年12月21日10:05
标的 3：2020 年 12 月 9 日 9:00 至

2020年12月21日10:10
标的 4：2020 年 12 月 9 日 9:00 至

2020年12月21日10:15
标的 5：2020 年 12 月 9 日 9:00 至

2020年12月21日10:20
4、网上竞买申请（报名）截止时间：

2020年12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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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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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澧县人民政
府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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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先生
联系电话：13607365002
挂牌人联系人：施先生
联系电话：0736-7251095

澧县自然资源局
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11月18日

常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常(澧)土网挂告〔2020〕18号

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昌小英
通讯员 呙奕州 许丽慧

“一惊重点大学毕业回乡务农，二
惊毛头小子高票当选村支书，三惊如约
带领村民脱贫致富……”11月15日，邵
阳市北塔区田江街道田江村老支书禹
伯平捧出他最近编写的《孙如意“三惊”
田江》故事册，向孙辈们讲述该村 80
后村支书孙如意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
故事。

孙如意出生于 1983 年，他父亲是

田江村较早外出打拼的成功人士。2007
年，孙如意从湖南师大美术学院毕业
后，在广州创办装饰公司。

“父亲总想回报家乡，但仅出钱，不
能从根本上改变现状。”孙如意说，2014
年初，他毅然关闭公司，回到老家。

为带动村民脱贫致富，回乡后，孙
如意从给村委会主任当助理做起，大胆
提出“立足本色，创造特色，突出亮色”
的田江发展思路。田江村厨师何红锋在
邵阳市区开海鲜酒楼，孙如意多次上门
做工作，使其酒楼成为田江村厨师培训

基地，已为村里培训厨师 50多名。田江
村装修工多，孙如意发挥特长，将他们
组织起来，成立装修公司，承揽大型装
修工程。他还把村里文化水平较高的青
年组织起来，通过培训从事电子商务，
为村里特色农产品销售开辟新途径。

“店里专营丝瓜、冬瓜等瓜菜，利润
高。”田江村青年何奔驰介绍，她通过参
加电商培训，开了一家网店，年收入 5
万余元。

在孙如意带领下，田江村除了发展
传统蔬菜种植产业，又打造厨师村、装

修村、电商村三个特色产业，还搞起了
生态旅游。2017 年，孙如意高票当选为
田江村党支部书记。

“换届交接时，他郑重承诺，一定带
领全村脱贫致富。”禹伯平说，2017 年
以来，田江村实现户户通公路、家家通
自来水。村里还修建了 5个小游园及休
闲娱乐场所，开辟资江沿岸“花廊”，设
计制作地标，成为邵阳市民网红打卡
地。2017 年底，田江村脱贫出列，村里
建档立卡贫困户56户182人全部脱贫。
去年，全村人均纯收入达1.6万余元。

湖南日报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文兰 周翔宇

朵朵菊花竞相绽放，阵阵清香扑鼻
而来。11 月 8 日，衡阳市南岳区寿岳乡
岳林村 600 余亩高山凰菊在阳光下争
奇斗艳，美不胜收。

菊农穿梭在金色的花海中，手提竹
篮忙着采摘菊花，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
悦。游客们在花丛中嬉戏、拍照，用相机
定格眼前的美好瞬间。

“我每年都要到这里来，这一片花
海点亮了整个金秋，点亮了这座山村，
竹林、花海、小桥，都是我们摄影爱好者

喜欢的素材。”摄影爱好者邓前程兴奋
地说。

菊农刘谷云告诉记者，新鲜菊花经
过挑拣、摆花、上架、烘烤、收花等工序
制成菊花茶。其中，长达 72小时的烘烤
过程分成 10 个阶段，每个阶段视花的
干湿程度进行适当调整，以确保营养成
分和药用成分不流失。

凰菊基地醉了游人，更富了菊农，
是当地产业扶贫的一项有力举措。基地

与岳林村贫困户签订菊花种植加工委
托帮扶协议，按照协议还本分红，有劳
动能力的贫困户优先安排用工。种植区
内，基地优先流转贫困户的土地。

凰菊基地负责人罗艳云介绍，基地
对接了寿岳乡21户贫困户73名贫困人
口，对贫困户从土地分红、务工分红、效
益分红 3个方面予以保障收入，带动贫
困户脱贫致富。

“我们在基地主要是播种、施肥、除

草，既照顾了家里，又增加了收入。”岳
林村 4 组的贫困户旷海冬是基地的帮
扶对象，他对这份工作很满意。

根据贵妃凰菊黄酮素含量极高、抗
氧化等特点，为让更多的村民享受到产
业扶贫带来的硕果，基地还想方设法扩
大菊花产业链。除了已上市的菊花茶、
菊花食品，基地还研发了菊花日化用品
等产品，如洁颜粉、沐浴露等，将陆续投
放市场。

高山凰菊采摘忙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记者 成俊
峰)11月 12日，由湖南省科学技术厅指
导，衡阳市人民政府主办，衡阳市科学
技术局、衡山科学城管理委员会承办，

“科技引领·创新UP”2020衡阳市科技
成果对接会举行。

活动以“科技引领·创新 UP”为主
题，围绕衡阳14条重点培育产业链，组织
推动市内外部分高校、科研院所的人才
和科研成果与企业发展需求深度结合。

“UP”是高校与园区英文的缩写，是衡阳
市推动高校、园区联动，协同开展高端人
才引进、科创团队落地工作的新模式。当
天，81个项目签约，其中北斗智能终端、
高档优质稻栽培技术示范推广等20项涉
及电子信息、生态绿色食品等产业链的

项目现场签约，61个项目线下签约。
近年来，衡阳市以创新型城市建设

为统领，深入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
略，着力创新体制机制激发创新活力，
设立创新能力专项资金撬动全社会增
加研发投入，打造企业发展“船山论坛”
培育创新主体等，为全市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同时，衡阳高度重视科技成果产业
化，紧密围绕光电子领域的科学研究与
应用技术研发，致力于打造传感领域上
下游产业平台，带动衡阳地区产业转型
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涌现出耐高温复
合材料、850系列旋挖钻杆管等一批重
大创新成果。2020年，衡阳市被科技部
列为全国“百城百园”行动实施城市。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记者 刘跃
兵 通讯员 李辉)从中国科学院大学毕
业的硕士研究生杨倩，近日主动向记者
分享前几天参加政治培训的体会：实现
自身价值，要听党的话，跟党走……

近年，永州以超常的力度，吸纳
3000多名硕士学位以上研究生。同时，
该市把政治引领人才工作摆在重要位
置，引导他们建功立业。近 3年，市本级
集中引进的400多名高学历人才，77人
被聘为管理八级以上岗位，152 人被评
为中级技术职称，19 人被评为高级技
术职称，30 余人获得省级以上奖励或

荣誉。
永州市建立市县乡三级领导干部

联系服务优秀人才制度，加强联系沟
通，鼓励他们在一线历练。在市本级成
立引进人才协会和党支部，组织大家学
理论、讲理论、用理论。每个季度开展演
讲比赛、奋斗青春励志宣讲等“人才沙
龙”主题活动。建立引进人才常态化教
育培训机制，在市委党校主体班中安排
引进人才培训班，多次组织优秀引进人
才到红旗渠干部学院等党性教育基地
研修。还对引进人才实行专项考核，把
政治表现作为第一要求。

永州：政治引领激发引进人才建功立业

湖南日报 11 月 18 日讯（见习记
者 昌小英 通讯员 颜彬）近日，邵阳市
民营企业“法治体检”专项行动小组深
入市经开区，为园区企业“问诊开方”，
助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法治体检’服务队为我公司检视
问题，‘量身定制’了专业的法律建议，
为企业发展规避了很多风险。”邵阳阳
光发品有限公司是该项活动的受益企
业，其副总经理唐泳说，自享受上门“体
检”以来，服务队为企业合同违约、境外
法律咨询等多方面提供了专业法律服
务，增强了企业的法律意识。

今年 3 月，受疫情影响，该公司无
法向客户按时履行付款、交货等合同义
务。专项行动小组律师许婷“一对一”服
务公司,代为拟写了相关书面通知，以
邮寄方式函告客户，并积极与客户电

话、微信联系，帮公司与众多客户达成
了货物延期交付的约定。

2018 年以来，聚焦民营企业合规
发展难题，邵阳市成立专门民营企业律
师服务团，搭建律师对接企业的法律服
务平台，持续深入开展“法治体检”专项
法律服务活动。3年来，该市组织的600
人律师服务团队为全市1000余家民营
企业提供“法治体检”，出具“体检意见
书”400 余份，为企业经营提供法律咨
询 1900 余次，为企业员工培训法律知
识3900余人次。参与起草、审核企业规
章制度 570 份，审核企业合同、参加重
大合同起草、谈判工作 840 件，防范法
律风险 169 起。此外，企业律师服务团
还通过实地走访、座谈讨论等方式，结
合微信微博等新兴媒体，多渠道为民营
企业提供便捷服务。

邵阳：“法治体检”助企业健康发展
3年来，律师服务团队为1000余家民企提供专业服务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见习
记者 周磊 通讯员 谢小飞 张
勇）11 月 17 日，长岭炼化再次快
速发运 1000 多吨航空煤油至武
汉，缓解武汉天河机场用油紧张，
确保该国际空港正常运行。目前，
长岭炼化已发运 5 批次共 6000
多吨航煤至该机场。

武汉天河机场是我国八大区
域性枢纽机场之一，旅客、货物吞
吐量较大。近期，当地经济快速复
苏，机场用油量连续攀升，因驻地
供油企业检修，油料库存告急。

长岭炼化第一时间与天河机
场对接，沟通协调，准确获取机场
航煤配送需求信息，紧急启动 1.8
万吨航煤分批次发运计划。销售、
计划等管理人员放弃休息，加班完
成抢运数据计算，多部门联动办理
油品出厂手续。罐区、装车、计量等
岗位人员紧密协作，有序增加装车
频次。调运岗位与铁路部门联系增
加航煤罐车回厂，保证充足运力，
为油料快速发往武汉赢得时间。

孙如意“三惊”田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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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UP模式”引领创新发展
81个项目签约

产业兴
民增收

11月18日，道
县清塘镇陈雄村，
连网成片的鱼塘美
如画卷。近年，该村
依托充分的水源优
势，大力发展水产
养殖业，促进农民
增收。

蒋克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