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 号 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m2) 土地用途
规划指标要求 出让年

限(年)
出让方式

挂牌起始价
（万元）

增价幅度
（万元）

竞买保证
金(万元)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化率

JZZB-GT-2020-01 金寨经济开发区三里井村境内、梅山湖路以东 101518 . 8㎡（152 . 28亩） 工业用地 ≥1 . 0 ＞40% ≤15% 50年 挂牌出让 1097 10万元或其整倍数 1097

JZZB-GT-2020-02 金寨经济开发区梅山湖路以东、东旭光电以北 9618 . 89㎡（14 . 43亩） 工业用地 ≥1 . 0 ＞40% ≤15% 50年 挂牌出让 104 5万元或其整倍数 104

JZZB-GT-2020-03 金寨经济开发区金家寨路以西、清水路以南 34829 . 94㎡（52 . 24亩） 工业用地 ≥1 . 0 ＞40% ≤15% 50年 挂牌出让 377 10万元或其整倍数 377

编 号 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m2) 土地用途
规划指标要求

出让年限(年) 出让方式
起始价
（万元）

增价幅度
（万元）

竞买保证
金(万元)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化率

JZZB-JT-2020-01 古碑镇余岭村 4586㎡（6 . 88亩） 商服用地 ≤0 . 5 ≤20% ≥25% 40 挂牌出让 90 . 34 2万元或其整倍数 46

JZZB-JT-2020-02 双河镇河西村 1343 . 3㎡（2 . 01亩） 商服用地 ≤1 . 1 ≤40% ≥25% 40 挂牌出让 40 1万元或其整倍数 20

备 注 各地块详细规划指标及要求参见金城规〔2018〕241号和金自然资规〔2020〕1号文件，并按此文件执行

广 告4 2 0 2 0 年 3 月 2 6 日 星期四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农
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
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4]71号)、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实施细则
的通知》(国土资发[2015]35号)、《安徽省农村土
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关于金寨县农村
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批复》(皖土改组
[2016]6号)和《金寨县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入市管理暂行办法》(金土改组〔2017〕6号)等文件
精神，经金寨县人民政府批准，受出让人委托，决
定以挂牌方式出让2宗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

求
(一)本次挂牌出让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域同权、同价同责，入市后
享有转让、租赁、作价入股、抵押等权利。

(二)该两个地块为净地出让。
(三)本次出让地块主要规划指标及其他要求

详见下表：

二、竞买人资格要求
(一)申请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
可以联合申请。

(二)不接受拖欠我县土地出让金及已竞得土
地未按时开、竣工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的
竞买申请。

(三)在安徽省境内不存在《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合同》履约失信行为及其他失信行为，如查
实存在失信行为，出让人有权无条件没收竞买保
证金，并取消竞得资格。

(四)竞买人申请时应提交有效身份证明，缴
纳竞买保证金凭证；竞买保证金不属于银行贷
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的承诺书及竞买
人账户(法人申请的从法人基本账户)所在金融机
构出具的资信证明。

(五)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
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20年3月24日16时
至2020年4月22日17时工作时间内到金寨县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提交书面申请，领取挂牌文件。提

交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2020年4月
22日17时。
三、资格审查
金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公共资源交易监

督管理局、财政局、县土地改革领导组办公室、地
块所在乡镇政府、出让人等有关部门于2020年4

月22日17时30分前确认申请人竞买资格。
四、竞得人确定
挂牌时间截止时，如有两人及两人以上竞买

人表示愿意继续报价的，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
场竞价确定土地竞得人。本次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价高者得原则
确定受让人，最终报价必须等于或高于底价，否
则不成交。如不成交，竞买保证金在挂牌结束后5

个工作日内退还。
五、挂牌出让时间和地点
挂牌时间：本次挂牌出让的JZZB-JT-2020-

01、02号地块均为2020年4月14日8时至2020年4

月24日16时。
挂牌地点：金寨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第四开

标室(金寨现代产业园区县政务中心金梧桐创业

园综合楼15楼)。
六、其他事项
(一)本次挂牌出让的地块土地出让金要求在

土地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一次性全部缴
清。

(二)土地成交后，出让人一个月内交付净地。
竞得人要在竞得土地后6个月内开工建设，开工
后1年内竣工。

(三)竞得人必须按照规划设计条件要求进行
规划和建设。

(四)与契税相当的调节金及其他部门应征收
的税费由竞得人负责缴纳。

(五)未尽事宜和具体要求见本地块挂牌出让
须知。
七、保证金缴纳
(一)竞买保证金缴纳账户：
金寨县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二)开户银行及账号：
1 .开户银行：
安徽金寨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行号：402376600016)

账号：20000278890610300000018
2 .开户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寨江店支行
账号：34001747201052503568
3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寨支行
账号：
176726101343
4 .开户银行：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安金寨支行
账号：
1761501021000028133
5 .开户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金寨县支行
账号：
934001010014678915
6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

寨县支行营业部
账号：12245001040014840
(三)竞买保证金缴款方式：
由竞买人通过转账方式缴款(法人申请的从

法人基本账户通过转账方式交款)，请自主选择
其中一个账号提交。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金寨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人：易成禄 高绪权
联系电话：0564-7350765
(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0564-7356810
(县土地开发整理与收购储备中心)

查阅网址：
中国土地市场网(www.landchina.com)

金寨县政府网(http://ahjinzhai.gov.cn/)

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安徽省·六安市
(http://ggjfwpt.luan.gov.cn/土地及矿产·金寨
县)《皖西日报》。

金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金寨县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金自然资集告字[2020]1号

经金寨县人民政府批准，金寨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3宗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

求

上述地块均为现状净地出让。详细规划指标
及要求参见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设计条件。
二、竞买人资格要求
(一)申请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法人、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
可以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
合申请。

(二)不接受拖欠我县土地出让金及已竞得土
地未按时开、竣工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的
竞买申请。

(三)竞买人申请时应提交有效身份证明，缴
纳竞买保证金凭证，竞买保证金不属于银行贷

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的承诺书及竞买
人账户(法人申请的从法人基本账户)所在金融机
构出具的资信证明。

(四)在安徽省境内不存在《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履约失信行为及其他失信行为，

如查实存在失信行为，出让人有权无条件没收竞
买保证金，并取消竞得资格。
三、报名及竞买保证金交纳时间
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

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20年3月24日16时至
2020年4月22日17时工作时间内到金寨县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提交书面申请，领取挂牌文件。提交
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2020年4月22

日17时。
四、资格审查
金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公共资源交易

监督管理局、县财政局等有关部门于2020年4月

22日17时30分前确认申请人竞买资格。
五、竞得人确定
挂牌时间截止时，如有两人及两人以上竞买

人表示愿意继续报价的，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
场竞价确定土地竞得人。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受
让人，最终报价必须等于或高于底价，否则不成
交。如不成交，竞买保证金在挂牌结束后5个工作
日内退还。
六、挂牌出让时间和地点
挂牌时间：JZZB-GT-2020-01、02、03号地

块均为2020年4月14日8时至2020年4月24日16

时。
挂牌地点：金寨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第四开

标室(金寨现代产业园区金梧桐创业园县政务中
心综合楼15楼)。
七、其他事项

(一)本次挂牌出让地块的竞得人均须在竞得
土地后10日内与出让人签订土地出让合同，竞买
保证金自动转为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要求在
土地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全部缴清。

(二)土地成交后，出让人一个月内交付土地。
竞得人要在竞得土地后6个月内开工建设，开工
后1年内竣工。

(三)竞得人必须按照规划设计条件要求进行
规划和建设。

(四)契税及其他应征收的税费由竞得人负责
缴纳。

(五)未尽事宜和具体要求见本地块挂牌出让
须知。
八、保证金缴纳
(一)竞买保证金缴纳账户：金寨县公共资源

交易监督管理局
(二)开户银行及账号：
1、开户银行：安徽金寨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行号：402376600016)

账号：20000278890610300000018
2、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

寨江店支行
账号：34001747201052503568

3、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寨支行
账号：176726101343
4、开户银行：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安金

寨支行
账号：1761501021000028133
5、开户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金寨县支行
账号：934001010014678915
6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

寨县支行营业部
账号：12245001040014840
(三)竞买保证金缴款方式：由竞买人通过转

账方式缴款(法人申请的从法人基本账户通过转
账方式交款)，请自主选择其中一个账号提交。
九、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金寨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人：易成禄 高绪权
联系电话：0564-7350765
(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0564-7356810
(县土地开发整理与收购储备中心)

查阅网址：
中国土地市场网(www.landchina.com)

金寨县政府网(http://ahjinzhai.gov.cn/)

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安徽省·六安市
(http://ggjfwpt.luan.gov.cn/土地及矿产·金寨
县)《皖西日报》

金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金寨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金自然资告字[2020]1号

六安市福彩中心全面贯彻落实省福彩中心关于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的政策决定，认真落实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产工作各项举措，提前谋划、多措并举、深化服务，
努力实现疫情防控和六安福彩复工复市工作“两手抓、
两不误”，以“四个到位”守护彩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

政策落实到位。认真贯彻落实省福彩中心《关于恢
复福利彩票部分游戏开奖工作的通知》精神，将《中国
福利彩票销售场所疫情防控指南》、《安徽省福彩从业
者的倡议书》发放到每个恢复销售的福彩站点，要求站
点内每日按照规定做好消杀，销售人员必须佩戴口罩，
持健康码绿码，建议站点采取窗口式销售，严禁彩民聚

集，建议彩民尽量使用微信、支付宝付款，销售人员与
彩民做到零接触。

准备工作到位。根据省中心相关文件要求，充分做
好销售场所恢复销售前各项准备工作，市民政局为做好
福利彩票站点销售场所销售人员和彩民朋友的健康安
全，通过多方协调购买了医用口罩、84消毒液、体温
计、防护手套、洗手液等防护物资，市福彩中心组成4

个服务小分队送到每个开市的福彩站点。制作“疫情防
控”专题小视频，广泛宣传科普疫情防控知识，开展正
能量信息推送。

精准服务到位。做好“五个一”即一份防疫物资、
一张防控指南、一份温馨提示、一张承诺书、一张健康

表，保障疫情防控和复市销售工作。福彩中心技术人员
深入站点检查机器设备，并及时维修调整，为福彩销售
全面恢复、站点开展正常经营活动打下坚实基础。依托
站点微信群平台，普及销售场所消毒防疫常识，提供全
天候在线解答服务。

督查指导到位。自3月11日开始，市福彩中心深入
市区120多个站点督导帮扶，坚决做到不留一个防疫漏
洞、不放过一处防疫死角，一经发现执行规定不严格、
不彻底，严肃处理。经过周密安排部署，截至目前，全
市406个站点已有384个站点有序开市并销售平稳。

六安福彩“四个到位”有序推进站点复市

为适应我省福利彩票发展趋势，充分利用手机的便捷
性和普及性，安徽省福彩中心搭建了面向全省各级福彩机
构管理人员、福彩销售人员的手机移动端微信教育平
台——— ——“安徽福彩培训”微信小程序，日前面向全省福彩
系统工作人员开放。

近日，根据财政部及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有关
文件精神和相关工作要求，2020年3月11日起，安徽省有序
恢复全省福利彩票销售。为充分做好疫情防控宣传，“安徽
福彩培训”《新型冠状肺炎病毒防疫安全公益课》已提前上
线，课件涵盖了新型冠状病毒介绍，日常个人、工作区域和

居家环境防护注意事项，感染就医流程指导等方面内容，
助力福彩销售一线做好疫情防控。

同时，为进一步服务站点，提振站点销售信心，“安徽
福彩培训”还上线了投注机维护与保养、彩票兑奖规范、彩
票法律法规等方面课程，让广大投注站点销售人员能够更
快进入角色，提升销量，保障我省福利彩票市场稳定有序
的发展。

目前，全省福彩投注站点销售人员可通过微信搜索小
程序“安徽福彩培训”查找，具体登陆方式可联系当地市场
管理员获取。 (程晨)

培训微信小程序助力疫情防控

3月17日晚，福彩双色球第2020012期开奖，也是双
色球鼠年开市以来的第三期开奖。位于六安市上城国际
小区旁的第34130133号投注站传来中奖喜讯，站点内一
彩民喜中当期双色球二等奖一注，奖金合计129584元。

第二天一早，幸运中奖者朱先生(化姓)来到六安市
福彩中心办理兑奖手续，领取了属于自己的幸运大奖。
据了解，朱先生是位不折不扣的双色球彩迷，购彩多
年，他一直钟爱用“胆拖”投注的方式进行购票，对有
感觉的号码，还会选择坚持守号。

工作人员注意到中奖彩票是一张胆拖复式票，好奇
地问及他的投注技巧是什么，朱先生有点遗憾的说：
“这注号码我太熟悉了，已经守号4年多，昨晚看到开
奖号码，我就知道自己中奖啦，这次如果不改动蓝球
号，就能再一次把一等奖收入囊中了！”

原来，朱先生的中奖彩票是一张1584元的“胆1拖12
+1蓝”的胆拖复式票，投注号码是朱先生精心挑选的，
“蕴含”着他生活中的某些幸运时刻，前几年他还爆出
过双色球一等奖619万元的“好成绩”，觉得很有纪念

意义，一直没舍得弃用，每期都执着坚守。“美中不
足”的是，这次唯独蓝球号没把握准，将本应该守中的
中奖号码“09”改成了“06”，与一等奖失之交臂，而
错失了自己购彩经历中的第二个大奖，中得了1注二等奖
及若干奖项。朱先生虽然感到可惜，更多的却是中奖后
的喜悦：“新年开门红!虽然无缘大奖，中得二等奖也十
分满足，今后会继续购买双色球，说不定下一个大奖得
主就是我。”

疫情防控期间，坚持守号的朱先生购彩选择避免扎
堆，买完彩票就赶紧离开，这种做法是值得提倡的。在
此提醒广大彩民朋友们，购彩保持平常心，尽量使用微
信、支付宝付款，投注后及时离店，不要逗留。

(黄韵)

六安彩民坚持守号再次中奖

福彩风景线
皖西日报
市福彩中心 联合主办

双色球2020015期

头奖1注1000万元

奖池7 .12亿元
3月24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进行第2020015期开

奖。当期双色球红球号码为08、09、22、24、30、33，蓝球号码
为01。

当期双色球头奖1注，单注奖金为1000万元。这注一等奖花落
福建。

二等奖开出60注，单注金额33万多元。当期末等奖开出537万
多注。

当期红球号码大小比为4:2，三区比为2:1:3；奇偶比为2:4。其
中，红球开出一枚重号08；一枚隔码30；两枚斜连号08、09；一
组二连号08、09；一组偶连号22、24；蓝球则开出01。

当期全国销量为2 . 55亿多元。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为
7 . 12亿多元，下期彩民朋友将有机会2元中得1000万元。

各省陆续恢复开售

这些购彩忠告要记牢
作为一个双色球彩民，买彩票一定要认清现实端正心态，做到以

下几点会让购彩生活更加轻松愉悦。

心态很重要

众所周知，双色球游戏是一种概率游戏，自然会有赢有输。如果
你喜欢购彩，但不中奖后会感不安或严重影响到情绪，在购彩的时候
就要注意尺度了，不要因小失大，避免盲目投注。对于那些经常购彩
的玩家，保持健康的心态最为重要。彩票是一项公益性娱乐，快乐才
是购彩的真谛。

长策略 短运气

如果你偶然玩一把，那只能靠运气；如果你打算把双色球作为一
种日常消遣，就要了解双色球游戏的规则，制定科学正确的购彩计
划。熟悉双色球的彩民朋友都知道，细水长流才是玩转双色球游戏的
精髓所在。

纵观双色球大奖得主，只买几期就中奖的超级幸运儿毕竟还是
少数，更多的是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长期彩民。

购彩是种娱乐 玩彩只用零花钱

购买彩票，特别是双色球彩票应该怀着娱乐的心态，尽量减低玩
彩过程中的压力。不管是输还是赢，始终以平和的心态对待开奖的结
果，保持头脑清醒，以免做出冲动的决定。

同时，根据自己的收入情况，每期购彩投入金额不可过多。如果
你购彩的投入过多，甚至借钱购买，则需要马上冷静下来，停止购彩。

其实，购彩只是生活的一种调剂品，在享受购彩乐趣的同时，偶
获属于自己的那份幸运，自然是极好的。

(福彩双色球)

《旧唐书·魏徵传》记载：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
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古往今来，上到
帝王将相，下到凡夫俗子，无不牵涉其中，更有不少人引以
为戒。

其实，只要你善于观察和总结，就会发现我们身边有
许多看似平淡无奇的事物，无时无刻不在显露一个人的内
在品质，购彩亦在其中。一张张看似普通的双色球彩票，也
能映照出每一位彩民的人生阅历。

中奖有先后 机会人人有

公平，是每个人追求的基本待遇。只要身处社会之中，

自然希望自己所见所及之事，能得到公平对待。
在双色球的世界里，不论你是学富五车，还是目不识

丁；不论你是家财万贯，还是环堵萧然，每个人手中的那2

元一注的双色球号码，都有着相同的中奖概率。只要参与
其中，虽然中奖有先后，但机会人人均等，双色球游戏就是
人们追求平等的行为表现。

得失谈笑间 小处见真知

在双色球庞大的彩民群体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
“反差角色”的存在：耄耋老者可能初入彩市、壮年小伙许
是铁杆粉丝；沉默书生可以头头是道、销售达人也会静心

聆听……
在双色球的世界里，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真实一

面，不论身份高低、不计得失成败、不分内向外向，只要你
细心观察，总能发现其中的奥妙与学问。

身随心意动 平淡最难得

要问玩转双色球游戏有没有“秘籍诀窍”，那自然要两
个字——— 心态。选号也好、投入也罢，在双色球的每一步之
中，都能看出一个人的心态与人生阅历。

拥有好心态的人，在选号购彩、等待开奖的过程中，总
在享受随之而来的喜悦之情，哪怕最后与大奖失之交臂，
却也从不怨天尤人，而是选择继续坚守。在双色球十余年
的风风雨雨中，有那么一波人，始终坚持不懈，淡然处之。

小小一张双色球彩票，外表看似平淡无奇，内在却包
罗万象。它代表着人们对未来生活的希望，传递着和谐友
善的公益之心，暗含着每个人的处世之道。

(来源：福彩双色球)

小小一张票 人生一面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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