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块编号 地块位置
净用地面积(不
含道路)（m2）

土 地
用途

产业类型要求
出让
年限

规划指标要求 挂牌起始
价（万元）

加价幅度（万元）
竞买保证
金（万元）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六裕出2019-36号地块 城南镇振东大道以东、再生资源项目一期以西 53439 工业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50年 不小于1 . 0 不小于40% 不大于12% 856 20万元或其倍数 856

六裕出2019-37号地块 六安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业路以西 20612 工业 木材加工及藤、竹棕、草制品业 50年 不小于1 . 2 不小于40% 不大于12% 334 10万元或其倍数 334

六裕出2019-38号地块 六安高新技术开发区城东路以西、万达木业以东 10714 工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50年 不小于1 . 0 不小于40% 不大于12% 174 10万元或其倍数 174

六裕出2019-39号地块 六安高新技术开发区城东路以西、丰盛包装以北 10420 工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50年 不小于1 . 0 不小于40% 不大于12% 167 10万元或其倍数 167

六裕出2019-40号地块 平桥园区金盛路与国华路交叉口西北侧 13361 工业 通信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50年 不小于1 . 0 不小于40% 不大于12% 217 10万元或其倍数 217

六裕出2019-41号地块 平桥园区赛分路与永泰路交叉口东北侧 36793 工业 其他制造业 50年 不小于1 . 0 不小于40% 不大于12% 589 20万元或其倍数 589

六裕出2019-42号地块 平桥园区永泰西路与振兴路交叉口西南侧 19542 工业 塑料制品业 50年 不小于1 . 0 不小于40% 不大于12% 313 10万元或其倍数 313

六裕出2019-43号地块 六安高新技术开发区红旗路与宝中路交叉口东南侧 29641 工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50年 不小于1 . 0 不小于40% 不大于12% 475 10万元或其倍数 475

六裕出2019-44号地块 六安高新技术开发区润南路以南 23803 工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50年 不小于1 . 0 不小于40% 不大于12% 386 10万元或其倍数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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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法律、法规，六
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公开出让以下地块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简介、规划建设要求及公开出让地

块起始价

以上9宗工业地块投资强度和税收等指标应
严格按照《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强化土地
节约集约利用工作的意见》(皖政〔2013〕58号)和

《六安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强化土地节约集约
利用工作的意见》(六政〔2014〕66号)的要求。

二、竞买人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

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
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
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在六安市城区
范围内欠缴土地出让金的开发企业，不得参加以
上地块竞买。申请人缴纳竞买保证金后，须持银

行缴款凭证至裕安区区非税局进行确认。
三、出让文件下载
本次公开出让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

见公开出让文件(公开出让文件见六安市公共资
源交易网出让公告左下方附件)，申请人可于

2019年10月2日至2019年10月29日工作时间内登
陆 六 安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网 ( h t t p : / /
ggjfwpt.luan.gov.cn)进行网上下载获取，并认真
阅读遵照执行。
四、保证金缴纳及网上报名
申请人缴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

年10月29日17时(竞买保证金以实际到账时间为

准)。如不成交，保证金在竞买活动结束后5个工
作日内退还，不计利息。申请人可于2019年10月
19日至10月29日工作时间内(即上午8：00-12：
00，下午14：30-17：00)登陆六安市公共资源交易
网(http://ggjfwpt.luan.gov.cn)进行网上报名及

报价，六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不再受理纸质报
名手续。
五、其他相关规定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根据申请截止时的

申请情况，确定地块公开出让的具体方式(挂牌
或拍卖)，并告知所有申请人。凡符合竞买条件并
取得竞买资格的竞买人达到3家以上(含3家)的
地块，按拍卖方式出让，竞买人不足3家的地块，
按挂牌方式出让。采取拍卖方式出让的，出让人
与竞买人须严格遵守拍卖出让文件的规定；采取
挂牌方式出让的，出让人与竞买人须严格遵守挂
牌文件的规定。

六、公开出让时间和地点
2019年10月30日上午9时在六安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地址:六安市梅山南路市农科院大楼三
楼(市政务服务中心向北100米)。
七、出让底价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地块均
设有底价，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受让人，最
终报价必须等于或超过底价，否则不成交。
八、竞买保证金缴纳
本次公开出让的地块竞买保证金由竞买人

汇入以下银行账户：
户名：六安市裕安区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
①开户行：安徽裕安盛平村镇银行
账 号：20000264975210300000018

②开户行：农行魁星阁支行
账 号：12140601040000669

③开户行：邮储银行六安梅山路支行
账 号：100359198170010001

联系人及咨询电话：
联系人：陈晓春 0564-3377211
(六安市裕安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人：江 珊 0564-5150920
(六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人：晏 妮 0564-3301663
(六安市裕安区非税局)

发布媒体：http：//10 . 255 . 4 . 50
(中国土地市场网)
http://ggjfwpt.luan.gov.cn
(六安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六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六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六安市裕安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六裕自然资告〔2019〕6号

本单位职工周成同志（身份
证号码：34242619770122083X）
长期不在岗位工作，根据金寨县
关于清理在编不在岗人员的文件
规定，现要求其本人于10月29日
前返回单位，逾期不返岗将按事
业单位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处理。

特此通告

金寨县青山镇中心卫生院

本人的皖NU6799摩托车，
车 辆 识 别 号 ：
LBPPCKL0160000440，发动机
号：06000624，现向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其车辆行驶证、牌照。

罗会祥

本人的皖NHX930摩托车，
车 辆 识 别 号 ：
LC6XCH3P7A0009577，发动机
号：XP009645，现向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其车辆行驶证、牌照。

张生军

本人的皖N36080小型轿车；车辆
识别号：LVVDA11A7DD233003；皖
N2B256轻型箱式货车，车辆识别号：
LJ11KBBC199018156,现向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其车辆的行驶证、牌照。

王后亮

通 告

声 明声 明声 明
经上级行批准，中行六安开

发区支行自2019年9月6日至10月
9日、人民路支行自2019年9月7

日至10月10日临时停业装修，同
时开发区支行与六安分行营业
部、人民路支行与红街支行合署

办公。
目前两支行已装修完毕，开

发区支行于2019年10月8日迁回
原址(六安市皖西大道皋城山庄
1 0 4- 106号 )，9日恢复对外营
业；人民路支行于2019年10月9

日迁回原址(六安人民路徽商国
贸中心23幢102号)，10日恢复对
外营业。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安分行

公 告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
浩荡荡。
“今天，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
在世界东方，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
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
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
进步伐。”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情
礼赞新中国7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豪
迈宣示继续把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巩
固好、发展好的坚定信心，激发着中
国人民逐梦前行的巨大热情，激扬起
中华民族再创奇迹的雄心壮志。
新中国70年何等辉煌！70年来，

从人均国民收入仅27美元，到稳居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一辆拖拉机都
不能造”，到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工
业体系；从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到成
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
汇储备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
人民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创
造了一个又一个难以置信的奇迹。今

天，曾经温饱不足的人们，即将迈入
全面小康；曾经一穷二白的中国，走
向繁荣富强；曾经积贫积弱的民族，
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华民族实现
了气壮山河的历史性跨越；从“赶上
时代”到“引领时代”，中国人民意气
风发走在时代前列。历史和现实雄辩
地证明：中国人民一定能，中国一定
行！
前进步伐不可阻挡，是因为我们

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中华民族积蓄的能量太
久了，要爆发出来去实现伟大的中国
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
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
梦，是从沉淀了我们全民族集体记忆
的历史中孕育的，屈辱和苦难是它的
土壤，所以它才如此地深沉，如此地
动人心魄、撼人心魂；中国梦，是从国
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理想
和渴望中生长的，国家的强劲发展是

它的现实支撑，所以它才如此地强
烈，如此地动人心扉、振奋人心。中国
梦的实质，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这是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实现
中国梦是顺应人民意愿、合乎历史逻
辑的正义事业，“正义的事业是任何
敌人也攻不破的”。只要我们保持坚
定理想信念和坚强革命意志，就能把
一个个坎都迈过去，什么陷阱啊，什
么围追堵截啊，什么封锁线啊，把它
们通通抛在身后！
前进步伐不可阻挡，是因为我们

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从一个
积贫积弱的落后国家发展成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靠的不是对外
扩张和殖民掠夺，而是始终不渝走
和平发展之路。当今世界正经历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
是时代主题。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
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
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

的开放战略，为推动人类共同发展
作出了应有贡献。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们积极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
经济、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在对外开放中展现
了大国担当。前进征程上，顺应和
平、发展、合作、共赢这一不可阻
挡的时代潮流，中国将坚定不移走
和平发展道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
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
秩序的维护者。
“踏平坎坷成大道”。中华民族

是历经磨难、不屈不挠的伟大民
族，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自强不
息的伟大人民，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
争、敢于胜利的伟大政党。迎着民族
复兴的壮丽前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
接力奔跑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一
定能把圆梦的辉煌写在不远的将来！

（载10月4日《人民日报》）

本报讯（记者 刘扬）近年来，金安区
大力开展“创森”活动，全力实施城市绿化
提质增量和森林增长工程，整体推进城乡
绿化一体化，生态金安建设成效显著。一
个山水相依、城乡一体、碧水蓝天的生态
文明新金安正在逐渐形成。

森林增长工程建设成效显著。自2017

年以来，全区共完成新增造林28627 . 8

亩，其中2017年完成11890 . 8亩、2018年完
成9642亩、2019年完成7095亩，区域内森
林覆盖率达35 . 6%。以森林增长工程为契
机，金安区注重林业在农民增收致富中的
作用，将特色林业作为主导产业，大力发
展油茶、金安脆桃、毛竹、山核桃4大产业，
引导林农发展现代林业、生态景观林业和
产业林业，建立丰产、特色示范基地，栽培
了12万亩金安脆桃和9万亩油茶，培育5万
亩林下种植、养殖等林下基地，林业综合
产值已达21亿元，获批省级林业产业龙头
企业13个，市级龙头企业9个。

美丽乡村建设亮点突出。全区积极开
展“四旁四边四创”绿化，认真实施“村在
林中、房在园中、人在景中”的森林创建工
作。截至目前，共创建8个森林城镇和66个
森林村庄；建有南湖湿地公园、悠然南山
生态公园等生态科普教育基地；创建12家

“森林旅游人家”。
城市绿化品质大幅提升。20 1 7年以

来，金安区先后实施千万亩森林增长工程
造林、油茶基地建设、江淮果岭建设、城区
周边生态修复、国省干道绿色长廊建设等
一大批绿化重点工程。2017年至2019年，
在城区周边实施封山育林3000亩，公园、
休闲绿地面积大幅度增加。城市建成区绿
化覆盖率达46 . 49%，城市建成区绿地率
达44 . 73%，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45 . 67平
方米，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6 . 62平方米。
城市规划建设范围骨干河流绿化率为
96%，城市道路绿化率为100%，全民义务
植树尽责率超过85%。

金安区

3年新增造林 2 . 86万亩

不可阻挡的前进步伐
———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10月5日，参赛小选手
你追我赶互不相让。为进
一步推动我市冰雪轮滑运
动发展，提高青少年短道
速度轮滑技术水平。当
日，由六安市冰雪轮滑运
动协会等主办的“米高杯
轮冰系”全国短道速度轮
滑/轮滑球巡回赛暨安徽省
俱乐部联赛自由式 /阻拦
赛——— 六安市首届冰雪轮
滑锦标赛，在城区佛子岭
路市民广场开赛。来自全
省近400名运动员在速度轮
滑专业组、速度轮滑业余
组、轮滑冰球、轮滑阻拦
和自由式轮滑等5个项目上
竞技，为广大市民和体育
运动爱好者带来一场别开
生面的速度与激情盛宴。

本报记者 田凯平 摄

轮轮滑滑小小将将皋皋城城竞竞技技

本报讯（记者 李珊珊）日前，市
委宣传部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集中学习研讨
交流会。市委宣传部理论学习中心组成
员、部机关、各科室负责同志参加学习
研讨。市委主题教育第四巡回指导组到
会指导。

研讨会重点围绕“党的政治建设和全
面从严治党”主题，大家紧密联系工作实

际，将自己摆进去，将工作摆进去，将职责
摆进去，畅谈认识体会、学习心得，并就下
一步工作明确努力方向。

会议指出，将继续抓好多种形式的
学习研讨工作，深入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同时，做好结合
文章，把开展主题教育与当前工作结合
起来，统筹兼顾，确保主题教育与业务
工作两不误、两促进。

市委宣传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 题 教 育 集 中 学 习 研 讨

“健身徒步是一项群众活动，更是一
项环保、时尚、健康的活动。我们在徒步健
身走中能享受快乐，享受健康，享受幸福
生活。”10月5日上午，在风景秀丽的淠史
杭工程展览馆门前集结的一群参赛者满
怀激动的心情告诉记者。当日，“农行杯”
2019“小康之约·红色之旅”六安国际徒步
大会在这里拉开帷幕。在举国上下欢庆新
中国成立70周年的节庆里，老区六安以健
康运动的形式，来促进文旅体产业融合发
展，让国内外徒友们体验绿水青山红六安
的自然之美、和谐之美、人文之美。

“这次，我们是一家三口来报名参加
的，通过这种有意义的活动，既带孩子沿
途领略六安的红色景点，全家人又通过这
种形式为祖国庆生，还锻炼了身体，一举
多得！”参加4公里健行的李军家庭挥舞着
红旗告诉记者。

活动现场由两部分组成，分别是23公
里的毅行线路和4公里的健行线路。参赛

选手从被誉为“横排仙境”的国家4A级旅
游 景 区 横 排 头 出 发 ，沿 着 六 安 的 母 亲
河——— 淠河蜿蜒而行，途经淠史杭工程展
览馆、苏家埠战役纪念碑、宋代千年古
刹——— 望江寺等，最终分别来到红色文化
之城——— 独山苏维埃城和位于105国道旁
的青山湿地公园。

记者从主办方了解到，本次赛事共吸
引来自德国、韩国、尼泊尔、哥伦比亚等国
家的18名外籍选手，在活动安保、医疗保
障、后勤服务等各方面体现国际级别标
准。本次徒步大会由中国田径协会、六安
市人民政府主办；市文旅局、市教体局、裕
安区人民政府、省田径运动协会承办；市
医疗保障局、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裕安区
文旅局、裕安区教体局、皖西学院体育学
院、苏埠镇人民政府、青山乡人民政府、西
河口乡人民政府、独山镇人民政府、裕安
区马拉松协会协办；中国农业银行六安分
行冠名，皖西日报社全媒体现场直播。

徒步健身走 领略家乡美
本报记者 张瑞

本报讯（周治武 记者 康
家佳） 10月 1日至7日，全市未发
生生产安全事故，安全生产形势
保持总体稳定。

国庆期间，我市加强安全检
查和应急督导，各地、各部门和
单位结合安全生产特点，强化重
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部署，
切实加 强 道 路 交 通 、 旅 游 、 消
防、建筑施工、非煤矿山、危险
化学品、长输管道、城市燃气、
地质灾害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
管，开展“地毯式”安全隐患大

排查大整治和暗查暗访活动，确
保节日期间生产安全工作。严厉
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及
时消除事故隐患。各行业监管部
门采取暗查暗访等方式，督促企
业整改安全生产隐患和问题。市
应急局和其他各部门及单位均进
行不间断全覆盖的暗查暗访；对
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要求依法
责令整改，对拒不整改的，依法
依规采取吊销证照、停产整顿、
取缔关闭等执法措施。

我市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
本报讯（记者 曹辰）记者

从市商务局获悉，国庆黄金周期
间，全市消费品市场运行平稳，
商务部门未收到食品安全问题投
诉，全市商贸企业没有发生安全
生产事故。

据统计，国庆黄金周期间，
我市28家重点监测零售样本企业
销售额 逾 1 . 5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8 . 23%；两家省黄金周零售监测
企业7天销售额2356 . 52万元，
同比增加6 . 33%。餐饮服务消费
旺盛，监测的4家餐饮样本企业

共实现营业额206 . 2万元，同比
增长12 . 2%。生活必需品价格稳
中有升，黄金周监测的12大类生
活必需品均价与上周环比8涨3平
1降，涨幅最高的为肉类，均价
环比上周上涨2 . 86%。消费升级
亮点纷呈，国庆主题类消费成新
亮点，新中国成立70周年，持续
带动我市红色旅游、国庆献礼电
影、国产品牌消费。另外，生态
旅游、个性化旅游、民宿、特色
餐饮等成为强劲消费热点，不断
助推乡村旅游发展。

全市消费品市场运行平稳
国国
庆庆
盘盘
点点

本报讯（徐文文 记者 储勇）近期，
金寨县张冲乡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活动，开展为党员家庭张贴“我
是党员，为您服务”党员标识牌活动，引导
党员亮明身份，履行责任，带头遵守村规
民约、带头执行国家政策、带头移风易俗，
助力乡村振兴。截至目前，已为53户党员
家庭悬挂党员标识牌。

亮身份。让党员“亮明身份”，从群众
中“站出来”，时刻提醒党员及其家属，家
有党员要起到带头作用，更加严格要求自
己，让群众监督自己的一言一行，在工作、

生活等各方面争当“排头兵”。作表率。让
党员把“我是党员，为您服务”的口号喊出
来，与“我是党员，我承诺”紧密结合起来，
提醒党员履行党员职责，激励党员特别是
无职党员“无责”变“有责”、“无为”变“有
为”，充分发挥党员的内在潜能和模范作
用。讲奉献。引导党员牢固树立为民服务
的宗旨意识，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努力做到为广大人民群众办实
事、办好事、解难事，树立党员形象，做到
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

张冲乡

为党员家庭悬挂标识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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