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块编号 地块位置 净用地面积(m2) 用地性质 出让年限
规划指标要求

起始价(万元) 加价幅度 竞买保证金(万元) 备注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六金出2022-33号 金安区椿树镇棚岗村 360 公用设施用地 50年 不大于0 .2 不大于25% 不小于30% 48 10万元或其倍数 48

地块编号 地块位置
净用地面
积(m2)

用地性质 产业类型要求 出让年限
规划指标 能耗（吨标准

煤/万元）
起始价(万元) 加价幅度

竞买保证金
(万元)

备注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六金出2022-34号 金安区三十铺镇山源路以南ɇ百盛路以西 100000 工业用地 金属结构制造 50年 1 .5 49 .79% 10 .11% 不高于0 .404 1800 50万元或其倍数 1800 标准地 带方案出让（一期）

六金出2022-35号 金安区三十铺镇长淮路以北ɇ春晖路以东 140636 物流仓储用地 / 50年 不小于1 .0 不小于40% 不大于12% 不高于0 .404 2532 50万元或其倍数 2532 标准地

六金出2022-36号 金安区三十铺镇云溪路以西ɇ山源路以南 60131 工业用地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50年 不小于1 .3 不小于40% 不大于12% 不高于0 .404 1083 50万元或其倍数 1083 标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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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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六安市人民政府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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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地块须严格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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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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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安徽省建设用地标准》(2020年版)的规
定。其中，“标准地”出让地块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参照《六安市标准地生态环境标准执行指导意
见》(六环〔2021〕38号)执行、单位工业增加值能
耗按照发改部门确定的指标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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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安市城区范围内欠缴土
地出让金的开发企业，不得参与该出让地块的土
地竞买。具体要求详见出让文件。申请人竞买保
证金须从竞买人账户转出，申请人缴纳竞买保证
金后，须持银行缴款凭证至金开区管委会财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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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1月23日至2022年12月22日工作时间内
登陆六安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 h t t p : / /
ggz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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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12月22日17时(竞买保证金以实际到账为准)，

申请人竞买保证金须从竞买人账户转出，申请
人缴纳竞买保证金后，须持银行缴款凭证至金
开区管委会财金局进行确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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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13日至12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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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 t t p : / /
ggzy.luan.gov.cn/)进行网上报名及上传相关附

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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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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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挂牌出让文件的规定。

竞买人须于公开出让现场会60分钟前凭银
行缴款凭证及出让文件要求提供的报名资料到
六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现场办理竞买登记手
续并领取号牌并在指定位置就座，同一号牌的竞
买人进场不超过3人；竞买人在参与竞买时，必须
有1次(含1次)以上的报价。
六、公开出让现场时间和地点
2022年12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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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出让
现场请严格遵守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关于疫情
防控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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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项
1、本次“标准地”挂牌出让地块的竞得人须

在竞得土地后10日内与出让人签订《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同时与金开区管委会签订

《工业项目“标准地”投资建设协议》，竞买保证金
自动转为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价款要求在自土
地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全部缴清。逾期违
约金等按土地出让合同约定执行。

2、土地成交后，出让人将在一个月内交付土

地，竞得人须严格按照土地出让合同和工业项目
“标准地”投资建设协议的规定进行开发建设，要
在竞得土地后3个月内开工建设，建设周期为12
个月。项目竣工后及时申请竣工验收和达成复
核。
九、竞买保证金缴纳
本次出让地块竞买保证金汇入以下指定的

银行账户：
户 名：安徽六安金安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财政金融局
开户行：工行六安示范园区支行
账 号：1314017509100006668
咨询电话
李淑妹 0564-3955316(六安市金安区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
储志敏 0564-5150920(六安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

李 俊 0564-3922287(安徽六安金安经
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财政金融局)
发布媒体：http：//10 . 255 . 4 . 50(中国土地

市场网)
http://ggzy.luan.gov.cn/(六安市公共资源

交易网)
六安市金安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六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六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六安市金安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六金自然资告〔2022〕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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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六安市人民政府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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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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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竞买人须单独报名，不
得联合竞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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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参加该出让地
块的土地竞买。具体要求详见出让文件。申请人
竞买保证金须从竞买人账户转出，申请人缴纳竞
买保证金后，须持银行缴款凭证至区非税收入征
收管理中心进行确认。

三、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
本次公开出让地块建设过程中的行政事业

性收费按照相关规定执行。本次出让地块成交价
款不含土地契税。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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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1月23日至2022年12月22日工作时间内
登 陆六安市公 共资源 交 易 网 ( h t t p : / /
ggzy.luan.gov.cn/)进行网上下载获取，并认真
阅读遵照执行。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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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12月22日17时(竞买保证金以实际到账为准)，
申请人竞买保证金须从竞买人账户转出，申请人
缴纳竞买保证金后，须持银行缴款凭证至区非税
收入征收管理中心进行确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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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13日至12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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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 t t p : / /
ggzy.luan.gov.cn/)进行网上报名及上传相关附
件，六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不再受理纸质报名
手续。
六、其他相关规定
六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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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挂牌出让文件的规定。

竞买人须于公开出让现场会60分钟前凭银
行缴款凭证及出让文件要求提供的报名资料到
六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现场办理竞买登记手

续并领取号牌并在指定位置就座，同一号牌的竞
买人进场不超过3人；竞买人在参与竞买时，必须
有1次(含1次)以上的报价。
七、公开出让现场时间和地点
2022年12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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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出让
现场请严格遵守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关于疫情
防控的有关规定。
八、出让底价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地块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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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竞买保证金缴纳
本次出让地块竞买保证金汇入以下指定的

银行账户：

1 .户 名：六安市金安区非税收入征收管理
中心

开户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六安市梅山路支行
账 号:100410017170010001
2 .户 名：六安市金安区非税收入征收管理

中心
开户行：农行六安裕安支行
账 号:12043101040007093
3 .户 名：六安市金安区非税收入征收管理

中心
开户行：徽商银行六安恒源支行

账 号：000000602003400000444
4 .户 名：六安市金安区非税收入征收管理

中心
开户行：交通银行六安分行
账 号:347280000018010022616
5 .户 名：六安市金安区非税收入征收管理

中心
开户行：工行六安佛子岭路支行
账 号:1314099909024904289
6 .户 名：六安市金安区非税收入征收管理

中心
开户行：建行六安人民路支行
账 号:34001745308053000097
7.户 名：六安市金安区非税收入征收理中心
开户行：中行六安解放北路支行
账 号:178205698390
咨询电话
李淑妹 0564-3955316(六安市金安区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
储志敏 0564-5150920(六安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
刘 洋 0564-3261357(六安市金安区

非税收入征收管理中心)
发布媒体：http：//10 . 255 . 4 . 50(中国土地

市场网)
http://ggzy.luan.gov.cn/(六安市公共资源

交易网)
六安市金安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六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六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六安市金安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六金自然资告〔2022〕12号

今年国庆，我回老家三十铺转转。同学
相聚，酒后不能开车回六安，就呼朋唤友一
起游湖看景。说是“寿湖走一走，活到九十
九”。我们从大门向右手步行，一边拍摄，
一边感受和畅谈家乡的变化。

我的老家在原六安县棉花原种场，早
就拆迁了，就剩下一棵近百岁的香樟树，成
为一道思乡的风景。当年我到三十铺中学
读书，每天都要穿过现在的悠然蓝溪。如今
的湖面，就在猴枣树下坎，过去有一条水
堰，还有一望无际的稻田。大约走了10分钟
左右，突然，有一阵古筝声传来，吸引住我
们停下脚步，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家民宿。

循着音乐，我们走了进去，想喝杯香
茶，歇歇脚。突然，徐同学很惊讶地拽住我
的手，小声说，你看，客厅这尊地藏王菩萨
造像，栩栩如生呀。老板看我们几个有些微
醺，热情地迎接上来，沏上一壶香茗，和我
们攀谈起来。

原来，这家叫徽音楼的亲水民宿，开业
时间不长，隶属于安徽润瑞文旅有限公司，
紧依人工千亩寿湖而建，拥有临水的妙境
和亲水的意境；是一家以徽文化为主题，集
商务、学术交流、度假型、智能化的高端民
宿酒店。这位王姓老总说，这里配套有22
间套房，文房四宝展厅、茶室等，还能够满
足商务接待、团建需求。因为是国庆假期，
客满了。经不住我们几个人的七嘴八舌，他
喊来值班经理询问，得知当晚只有一个房
间了，是合肥的客人因为临时有安排，在六
安市区不回来，可以调剂给我住下。

于是，我就住了下来。这也是我离开家
乡，第一次在家门口住上了民宿。

打开窗帘 尽揽无限风光
民宿就建在蓝溪水边 ，东邻合肥

45km，西接六安市区15km。和我老家亲
戚们回迁的枣园小区，就一路之隔。

“徽音”二字出自诗经《诗经·大雅·思
齐》中的“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原意是指
女子美德或优美的琴声；此处代表着安徽润
瑞人践行和传承徽文化，推动乡村经济振兴
的美妙旋律。而“徽音楼”三字，则由“国家级
非遗传承人”“中国文房四宝协会副会长”

“安徽省轻工大国工匠”，中国宣纸第22代传
承人——— 曹光华先生亲书写而成。
徽文化是民宿的特色，整体装修风

格以徽派建筑为特色，傍水，与亭、台、
楼、阁等建筑交相辉映，构成“小桥和流
水”的意境。进入院落月亮门，抬头可见

“紫气东来”的牌匾悬于正门上方，象征
着好运将至，吉祥如意。历史上，徽商在
经商过程中尤其注重以商养儒，儒商结
合，紫气东来也是徽商前进道路上的一
种自我勉励。

这里休憩，几件事情可以体验。
一是应问礼。当您进入大堂，地藏王菩

萨佛像正对大门，佛像比丘形，左手持宝

珠，右手执锡杖，面南背北立于千叶莲花之
上。入住前的礼佛之举称之为“收心”，帮
助旅客远离外界烦扰，放下日常生活种种
焦心之事，好好享受这场徽文化之旅。

二是摸灵石。礼佛随后，可观赏抚摸灵
璧石。古人常说“天地至精之气，结而为
石”。因此，观灵璧石，就是观内心，获得心
灵宁静，同时也具有为家人祈福，期待家庭
和谐的美好愿景。

三可品香茗。办理入住时,前台工作人
员会送上一杯黄金芽香三黄隐绿，品香清
味醇，提神养身,去除旅途的疲乏。

清晨，伴随着“小度、小度，打开窗帘”
的语音，窗帘缓缓打开，即可欣赏千亩寿湖
的晨曦时光。

当晚，我在阳台上泡上一杯香茗，临水
而坐，良辰美景，心境从油盐酱醋到了诗酒
书茶……
临湖而居 做一回湖中游鱼的访客
徽音楼亲水民宿，共有客房22间，室

内采用康乃馨棉、白鹅绒、自动马桶等高端
用品，品质感、舒适感没得说。

客房的名字起得文雅，西递小巷、关麓
大家、棉谭黛瓦等房间，二楼还有歙州龙

峰、南屏花塔、呈坎香阁等房间；左侧为园
林房，拥抱大地的繁茂，可看林鸟的早会；
右侧为亲水房，清波涟漪，树影荡漾，做湖
中游鱼的访客，与游鱼共嬉。

当然，少不了文房四宝。笔、墨、纸、砚
及文房用品用具，是包括书画印泥、篆刻印
章、国画颜料等的总称，是中华民族历史文
化和现代文明的重要载体，具有鲜明的民
族风格和地方特色。

小住一晚，早餐在徽音楼亲水民宿所
属的掼蛋哥酒馆吃的。作为吃货的我，了解
到这里主营淮扬菜系，素有“东南第一佳
味，天下之至美”美誉。早餐，也是淮扬特
色早茶，香而不腻的“大煮干丝”、被称为

“扬州双绝”的“翡翠烧麦”和“千层油糕”，
再来上一杯黄金芽，非常惬意。

掼蛋哥酒馆，其实也很有名，由中国掼
蛋文化歌手第一人、《掼蛋哥》的唱、作人
李杬城先生代言。他也是六安掼蛋协会的
成员之一。

一壶茶，见洞天；一份食，了乾坤。在这个
纷繁的世界，大家尽情创造体验美好的生活。

或是日常为琐碎所累，烟熏火
燎的日子灼伤了手指，闲情别绪，几
分倦慵，久未动笔了。
入夜，秋凉一天胜似一天。窗

外，崇山的夜凉，轻携淅沥沥的细
雨，千秋思绪倏然萦绕心中，才下眉
头，却上心头。如果说夏天挥洒激
情、历练，秋天则氤氲无限遐想、思
索。秋，从敦煌而来，衣袂幻花，凌空
飞舞；从秦皇汉武历史深处而来，睿
智、收获：黄澄澄的橘子、红彤彤的
苹果、甜滋滋的甘蔗，金灿灿的稻
谷，香喷喷的烤红薯……
如果说春是一个色彩丰富的季

节，姹紫嫣红，千娇百媚，像吐气如
兰、目光澄净的少女；秋，仿若是一
位成熟妩媚、风韵犹存的中年女子，
典雅、端庄，行走在五彩斑斓世界
里。不需要太过花哨的着装，不需要
刻意浓妆艳抹的妆饰。纵观四季，秋
是最美丽的风景！

一袭秋风，枫红叶黄，翩翩起舞于
枝头梢上，恬静，淡泊，从容。“落红不
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诠释秋
的深沉；“我言秋日胜春朝”则是一种

旷达、展望。谁说秋是萧条凄凉？谁说
秋是浓墨重彩的缩写？月是中秋明，皎
洁的月光，照着归尘洗去的脸庞，重逢
的喜悦化作一桌笑声，只有秋时，才能
让人们品味一年忙碌后，收获的美好。

秋身披崇岭锦绣红装，映红了
天边的云霓，衬托了蓝天的深邃，落
叶沙沙，无怨无悔。一片片鸡爪枫，
像手掌，更像一颗颗操劳的心；一片
红叶，就是一个故事，像是在叙述一
个生命的旅程，一段精彩的历史。

秋的美丽，在高山之巅，极目远
眺，看，她美得别致，美得淡然，美得淡
定，美的从容。站在旷野放眼望去，一
片金黄，果实压弯了枝头。秋风微拂，
仿若频频点头，像是在与血脉相连的
根道别。掩不住心中喜悦，充满对未来
向往，宁静等待新生活到来。秋，是收
获的季节，是沃野千里的磅礴画卷。

春，经历料峭寒意瑟瑟发抖的
窘迫；夏，忍耐炼狱般的炙烤，又或
暴风骤雨肆虐地涤荡；秋，阵阵的果
香，沁人心脾。我更加喜欢秋，喜欢
那分执着，喜欢那分含蓄：秋总是在
成熟时，把果实轻轻地低垂，像是对

大地母亲感恩时那深深的施礼。
菊花香溢山谷，陶渊明吟唱着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穿越历史
走在我们面前。南山的菊花开了，田
园的舒适与坦然，只有在这样的季节
里，才能找到答案，才能够诠释得那
样淋漓尽致。秋，与苏轼颇有相似，或
者说他的性格更像秋天：历尽繁华与
挫败后，一样的淡然，一样的旷达，一
样的淡定。“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
天”是心境，亦是写景；一句“人有悲
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道尽世事变
迁，悟出人生真谛，喜欢东坡，喜欢他
像秋一样的豁达淡泊情怀。

秋，是生死交替的骤然华章，更
是新生的序言，枯萎的小草，满地的
黄叶，为来年积蓄力量，等待春风的
召唤。生命的轮回，四季的周转，花
开花落，阴晴圆缺。生命是一个坦坦
荡荡的过程、周而复始的轮回。再
见，秋天！我永远是忠实的追随者。
如果说春天是一组清新温馨的绿

色，那么秋天便是一片激情燃烧的红
色，秋色在不可抗拒地燃烧着，燃烧了
春天之绿，燃烧了大地之橙，带来的是
淡然旷达的人生。如我在键盘上敲下
最后一个字符，身心豁然愉悦，好像与
秋天经历了一场灵魂交流。

窗外，夜色更浓了。放眼眺望，刚
才还是秋雨朦胧，现在已经一轮皎洁
的弯月悬于天空，远处的山峦迷朦、
近处的水氲濛濛，秋意愈发浓郁。

徽 派 小 院
冯立忠

秋 韵
胡晓芹

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之际，六安市作家协会主办
一场文学采风活动，走进润瑞文旅，16位
作家在雅致的思想汇座谈、在悦怀的徽音
楼亲水民宿体验，在千亩碧水寿湖登上画
舫游览，接地气，练“四力”，沉浸家乡人
文，为推介宣传乡村文旅培根添土。

文学歌颂英雄，被可爱可敬的人民所
感动。连绵峭拔的群山，奔腾不息的江河，
钢铁般的意志与不屈不挠的灵魂，共同构
成了新时代文学昂扬激越的主旋律；“弄
潮儿向涛头立”，作家们将目光聚焦时代
与历史的主战场，敏锐捕捉中华民族意气
风发大踏步走向未来的时代跫音。同时，
正如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联主席铁
凝在刚刚举行的中国文学盛典——— 第八届
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上所言：“作家也注
视着一片热烈的草叶、一道温润的月光、
一个善意的眼神……这是时代之风的吹
拂，在我们心灵世界的波动。‘致广大而尽
精微’……生活的丰饶美好与心灵的细腻
婉转，使新时代文学创作焕发出新的生机
和光彩。”

六安市作家协会会员们，借着这缕东
风，“致广大而尽精微”，践行初心，深入一
线，在实践中互学提升，在踏访中感受火

热的人间烟火。省作协会员、市作协原主席团成员文济齐、韦国华
等，结合几十年的创作经验和体会，深入而中肯地提出：作家要沉
下心多读经典书籍，多动笔打磨文字，肯下功夫“修炼”，多到基层
多观察多交流，要有精品意识、创新意识。

文学道路上的新人韦牧牛、陈晓翠、苏晓冬等，此次也收获颇
多，不仅聆听了老师们牵引式经验谈，而且在采风实践行走过程中

“悟出”文学落地植根之道。
新的艺术创造，新的内容与形式、风格与技法，使新时代文学

的创新天地更加广阔。作家们不仅仅用笔书写时代，更是拿起相
机、拍摄视频，制作短片、抖音，把徽音楼亲水民宿及乡土文化推广
出去。

深有文学情怀、“想当年我也是文青”的润瑞文旅公司老总王
培军坦言，文学中任何新的创造都不是凭空而来，它来自作家对现
实生活的深切关注，来自作家与老百姓的心心相印，来自作家与历
史传统文化的深沉对话。相信六安本土作家会对本土文旅“深情相
恋”，会从家乡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灵感和力量，为六安文学注入
时代的澎湃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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