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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 2020-54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2020年第54期

经徐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出让以下2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实行网上挂牌出让，通过徐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http://www.landxz.com）（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进行。具体内容现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以上出让地块规划设计要求详见徐州市规划局出具的《规划
设计要点》。本次出让地块所涉及地下空间使用权设立及其各项
规划管控要求的出具，均依据已经依法批准的详细规划中相应地
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城
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江苏省城乡规划条
例》、《江苏省城市规划技术管理规定》、《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城市地
下空间开发利用的指导意见》（苏政办发[2020]58号）、《江苏省自
然资源厅党组关于严格执行国有建设用地出让规定进一步加强监

管监督工作的意见》（苏自然资党组发[2019]94）等法律法规和技
术规范标准有关规定。

二、竞买人资格要求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企业、团体和组织，除法律另有规

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
欠本市市区土地出让金的单位以及其开办、投资、入股的企业或其

他组织，及欠本市市区土地出让金的单位的开办人、投资人、入股人也不
得参加竞买；因企业原因造成地块闲置一年以上的也不得参加竞买。

三、挂牌起始价、竞买保证金和挂牌时间

符合报名资格条件的竞买申请人可于挂牌时间内，持有效数
字证书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申请。缴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
间为2020年11月25日11时30分。

竞买申请人按规定缴纳竞买保证金，经江苏省用地企业诚信
数据库比对合格后，网上交易系统将自动赋予竞价资格。

四、出让年限 城镇住宅用地70年，其他商服用地40年
五、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网上交易实行报名资格后审制度，网上交易系统确认的

竞得人须在网上交易系统确认竞得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持《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竞得通知书》，按须知要求将有效报名
资料提交出让人进行报名资格等审查，审查通过后，与出让人签
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成交确认书》，确定其为成交人。

如地块设置了竞买人资格限制条件，凡是提交有效报价的竞买人
均需在成交后审查其竞买资格，如资格不符合要求，将没收履约保证金。

（二）本次挂牌出让的其它要求，请登录网上交易系统，详见

挂牌出让文件。也可于地块挂牌截止前到江苏省徐州市新城区
新安路5号A205室获取本次挂牌出让文件。

（三）登录徐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报名需要办理CA证
书，可到徐州市新城区新安路5号F03窗口办理。

联系人：王先生 徐女士
联系地址：江苏省徐州市新城区新安路5号徐州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A205室
邮 编：221006
电 话：0516-67019056、67019055
网址：http://www.landxz.com
数字证书办理咨询电话：
江苏CA：025-96010，13775961427
CFCA:400-166-2366,19852149984

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9月30日

编 号

2020-48号

2020-47号

地块名称

北区客运站
南侧C地块

北区客运
站南侧A
地块

土地坐落

华润西路东、
三环北路北

华润西路
东、北区
客运站南

土地用途

城镇住宅
用地

(综合指标)

A-1区城镇
住宅用地

A-2区其他
商服用地

出让面积
（平方米）

地表29437.4
地下29437.4

地表22708.2
地下22708.2

18053.4

4654.8

规划指标

容积率

2.0-2.4

1.72-2.07

1.91-2.3

1.0-1.2

建筑密度

≤20%

≤24.1%

≤20%

≤40%

绿地率

≥35%

≥31.9%

≥35%

≥20%

建筑高
度（米）

≤54

——

≤54

≤24

备注

《投资发展监
管协议》需在
签订成交确
认书后、出让
合同前签订

编号

2020-48号
2020-47号

挂牌起始价
（万元）

26940
16300

竞买保证金（万元）

26940
16300

挂牌时间

2020年11月12日9时至2020年11月26日15时

截至今年九月底，涟水刑事案件、
“两抢”案件、侵财案件同比分别下降
24.5%、40.7%、20.2%，八大类案件破
案率91.30%；连续16年实现命案全
破，连续6年重大交通肇事逃逸案全
破，矛盾纠纷调解率100%，全县成功
打掉黑社会性质组织3个，恶势力犯
罪集团9个，恶势力犯罪团伙13个，
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资产2.96亿元，
破获部督“帝一”“多宝”等涉案总金额
达145亿元的系列特大跨国网络赌博
案，破获22年前13岁女孩遇害案，破
案打击、治安防范等23项核心指标创
历史新高……丹心铸就利剑，忠诚书
写担当，涟水警方以斗志昂扬的士气、
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和良好的队伍形
象，为地方社会政治稳定和人民安居

乐业尽职尽责，无怨无悔。
“公安工作千条万条，民意是贯穿

其中的一条主线。我们始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激浊扬清，崇法治
善，固筑护卫涟水的铜墙铁壁，努力实
现涟水大地长治久安，不断提升人民
群众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涟水县
副县长、公安局局长朱国海说。

政治建警，韶华镌刻忠诚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涟水公安
以决战决胜的姿态，最高站位，最细管
控，最严打击，1500名警力连续41天
坚守，用实际行动为全县治安稳定和
群众安全健康筑起一道“钢铁长城”。

忠诚是什么？在涟水县公安局高

沟派出所副教导员王永兵的身上，是
得知身患绝症后仍坚持到岗值班,从
警33年向组织提出的唯一请求是穿
着警服走；在“江苏省最美警察”“百亿
神探”杨晓怀身上，是他先后主办侦破
7起网络赌博大案，涉案总金额达140
余亿元，抓获犯罪嫌疑人200余名，夙
兴夜寐、风雨兼程。在“洗冤法医”刘
松身上，是让尸体开口说话，13年出
具各类法医鉴定2700余份零差错。

改革强警，守护一方平安

涟水县公安局坚持合成作战、集
成作战、精准打击，始终保持对各类违
法犯罪活动严打高压态势，先后组织
开展了防范打击通讯网络诈骗竞赛专
项行动、打击盗抢骗犯罪专项行动、扫

黄禁赌、“云剑”行动、“昆仑”行动等8
个专项行动，37战37捷，抓获各类违
法犯罪嫌疑人2000余名。

涟水县公安局深化社区警务改
革，组织开展“百警进网格、全警进万
家”活动，划分网格979个，配备专兼
职网格员979名，遴选116名社区专
职辅警，全面压实辅警、网格员社区警
务职责，做强‘警格+网格’品牌，全县
警网联动完成采集户数233759户，
全县五分之一村居实现“零发案”。

科技兴警，插上腾飞羽翼

涟水县公安局聚焦深化改革，以大
数据指挥中心、派出所综合指挥室建设
为抓手，全力建好打击跨境网络赌博犯
罪作战中心、打防通讯网络诈骗犯罪作

战中心，建优合成维稳联动指挥中心、
警务效能督察中心，建强警网融合联动
中心、一体化执法办案中心等“六个中
心”，高水平打造民警实战训练基地和
电子物证实验室“一基地一实验室”。
打造“安东铁骑”品牌，“淮浦义警”“涟
城蓝盾”等改革成效初显。DNA实验
室、一级刑事技术室等智能办公场所相
继建成，“智慧社区”、智慧交通、智能无
人警务超市建设，为涟水公安加速发展
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从严治警,打造公安铁军

涟水县公安局抓住“关键少数”练
兵考核，通过“头雁效应”，引领全警开
展实战大练兵活动，营造全警尚武、自
觉训练的浓厚氛围。2020年8月份

以来，该局共开展训练100余场次，累
计4000余人次参训。

该局通过廉政微信时时转、廉政
短信周周发、廉政视频月月看的形式，
把警钟敲进全警心坎里。通过“清廉
涟警”微信公众号，共推送文章100余
篇，切实守牢纪律“底线”。

该局举办公安工作报告会，打造
“1+5”全警考评体系，加大先进典型宣
传培养力度，涌现杨晓怀、刘松等一大批
群众认可、全省全市闻名的公安英模不
断涌现，先后有19个集体、167名个人获
省、市、县表彰。投入2亿余元，新建执
法办案管理中心、县看守所、淮浦路派出
所、交警二中队、经济开发区派出所、陈
师派出所等，“幸福警营”“美丽警营”建
设，全市一流。 汤真如 周培雷

涟水警方奋力谱写温度厚度力度俱佳的平安答卷

据新华社电 伊朗国家电视台
报道，伊朗空军2日启动为期两天的
年度军事演习，今年军演的最大看点
是其国产飞机和无人机。

报道说，参加演习的军人来自8
个空军基地，演习科目包括导弹射击
和空中加油。报道没说军演规模和
军备武器型号。按照美联社说法，这
是联合国解除对伊朗常规武器禁运
后，伊朗举行的第二次军演。

根据联合国第2231号决议和伊
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国对伊朗武
器禁运令10月18日到期。美国企图
延长这一禁令，但其尝试以失败告终。

伊朗外交部10月18日宣布，联
合国对伊朗的武器禁运即日起无条
件自动终止，伊朗可以根据自身防卫
需求，从任何来源采购任何必要的武
器和装备，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政策出
口防御武器。

伊朗空军举行年度例行演习

据新华社电 爱琴海地震90小
时后，一名4岁女孩3日奇迹般从瓦
砾中获救。

搜救人员从土耳其西部海滨城
市伊兹密尔一座倒塌建筑中发现并
救出艾拉·盖兹京。一名搜救队员告
诉土耳其媒体，他听见瓦砾中传来一
个女孩的呼救声，“我把头伸进洞口，
她说‘我叫艾拉，我没事’”。女孩说
自己非常渴，想喝水和酸奶。

搜救人员给艾拉裹上毯子，把她
送进救护车，现场爆发掌声和欢呼
声。“在第91个小时，我们见证了奇
迹。”伊兹密尔市长通奇·索耶3日在
社交媒体写道。

土耳其西部爱琴海海域10月
30日发生6.6级地震，伊兹密尔是重
灾区。土耳其灾害和应急管理部门
3日说，遇难者上升至102人，1026
人受伤。

震后逾90小时 土4岁女孩获救

据新华社电 美国疾病控制和
预防中心网站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最近7天平均单日新增病例达
到80800例，这是疫情暴发以来7天
平均单日新增病例创下的最高纪录。

近期美国疫情严重反弹，新增病
例数不断刷新纪录。10月30日全
美报告新增新冠确诊病例99750例，
这不仅是美国疫情暴发以来单日最
高纪录，也刷新了全球范围内的一国
单日新增病例纪录。

自10月初以来，美国7天平均
单日新增病例呈直线上升态势，从平
均每日新增约4.3万例升至目前的
平均每日新增超过8万例。7天平均
单日新增死亡病例也持续增长，目前
为每天新增约800例。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
所所长、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重
要成员福奇认为，美国单日新增病例
可能很快会超过10万例，预计未来
几周死亡数字也将上升。

美国7天平均日增病例首超8万

据新华社电 秘鲁国会2日通
过动议，再次启动弹劾总统比斯卡拉
的程序，要求比斯卡拉11月9日接
受国会质询并自我辩护。这是他两
个月内第二次面临遭罢免危机。

弹劾动议发起者指认，比斯卡拉
2014年出任南部莫克瓜省省长时涉
嫌收受政府工程承包商约30万美元

贿赂，牵扯引发南美政界震荡的巴西
建筑巨头奥德布雷希特公司贿赂案，
不具备继续任职的道德品质。法新
社报道，动议当天获得60票支持、40
票反对，另有18人弃权。

弹劾表决若要通过，须获得全体
130个议席中的三分之二以上、即至
少87票支持。

秘鲁总统再次面临弹劾表决

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市中心2日晚
8时左右发生枪击事件，多名枪手在6
处地点开枪射击，截至3日已有2名男
子和2名女子死亡，另有1名枪手遭警
方击毙。记者从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
了解到，目前已知一名中国公民在2日
晚发生的这起事件中受轻伤。

奥地利总理塞巴斯蒂安·库尔
茨称该事件为“卑劣的恐怖袭击”。

闹市行凶

案发地点位于维也纳一座主要
犹太教堂附近咖啡厅和餐厅众多的
闹市区。未经证实的社交媒体视频
显示，枪手在街道穿行，似乎随机开
枪，民众慌忙逃散。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奥地利定
于3日起实施新的新冠疫情防控措
施。不少人赶在2日晚前往酒吧和
餐馆，这些场所将停业至本月底。

现场目击者克里斯·赵（音译）
说：“我们听见像爆竹响的噪音，大
约20到30响，觉得可能是枪声。我
们还看到救护车……集结，有受害
者。挺伤心的，也看见有人倒在街
上，就在我们旁边。”

市长米夏埃尔·路德维希说，15
名伤员中，7人伤势严重。伤员包括
一名警察，据奥地利《克朗报》报道，
他负责守卫那座教堂。

内政部长卡尔·内哈默确认，一
名枪手被击毙，至少一名枪手在
逃。政府已要求军方把守城市关键
地点。他要求维也纳居民尽量留在
家中，避免前往市中心。3日全市学
校、幼儿园停课一天。

奥地利警方表示，因案发地点多
达6处，目前不排除还有共犯在逃的
可能性，警方正进行大规模搜查，并
加强对公共区域的监控。被击毙的
嫌疑人持有冲锋枪，系极端组织“伊
斯兰国”支持者。警方已搜查嫌疑人
住所及周边房屋，并抓捕数人。

奥地利警方已启动重大反恐行
动，呼吁民众不要使用公共交通。
维也纳市中心已设置路障。邻国捷
克警方已开始在边境地带实施随机
核查，担忧枪手流窜入境。

动机待查

奥地利总理库尔茨在枪击事件
发生数小时后说：“我们沦为首都一

起仍在持续、卑劣的恐怖袭击的受
害者。”多名枪手“似乎依然在逃”，

“据我们所知，他们装备精良，携带
自动化武器”。

内政部长内哈默3日凌晨告诉媒
体记者，遭击毙枪手的腰带上有疑似
爆炸物，警方后来证实那些是“诈弹”。

内哈默说，从枪手家中找到的录像
等物品显示，这名枪手对极端组织怀有

“同情”心理，警方正在调查两者之间的
联系。不过，内哈默以调查仍在进行为
由，没有披露凶手身份及更多细节。

库尔茨说，警方正在调查作案动
机，暂时无法排除反犹袭击可能性。

维也纳犹太裔社区领袖奥斯
卡·多伊奇在推特上写道，暂不清楚
那座犹太教堂是否为袭击目标，但
事发时已经关门。

这座犹太教堂1981年遭到两名
巴勒斯坦人袭击，造成两死18伤。维
也纳机场1985年发生巴勒斯坦极端
团体袭击事件，造成3名平民丧生。

不过，奥地利近年来没有发生
与在法国首都巴黎、德国首都柏林
及英国首都伦敦等地恐怖袭击相
类似的事件。

欧盟震动

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
谴责袭击是“充斥暴力和仇恨的懦
夫行为”，称欧洲与奥地利站在一
起。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
德莱恩在推特上写道：“我们比仇恨
和恐怖更强大。”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说，欧洲面对袭击事件不能“放
弃”。“继法国之后，我们的一个朋友
遭受袭击……我们的敌人必须知道
他们在跟谁打交道。”法国尼斯市上
周发生持刀袭击，马克龙将其定性
为宗教极端分子制造的恐怖袭击。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荷兰
首相马克·吕特、意大利总理朱塞
佩·孔特等欧洲政要也纷纷表示与
奥地利民众站在一起。

德新社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安
东尼奥·古特雷斯发表声明，强烈
谴责枪击事件，强调联合国与奥地
利民众和政府站在一起。古特雷
斯本人向受害者及其家属表达深
切慰问。

（综合新华社电）

奥地利维也纳恐袭致奥地利维也纳恐袭致55人死人死
嫌犯系极端组织嫌犯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伊斯兰国””支持者支持者

22日晚日晚，，警察在维也纳街头警戒警察在维也纳街头警戒。。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