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版8 2021年2月22日 星期一

南京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经营性用地
（2021年宁溧出第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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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部令第39号）等法律、法规规定，经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批准，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溧水分局对下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公开挂牌出让，地块范围内原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现就有关出让事项公告如下：

三、出让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
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本次出让地
块不接受自然人竞买和联合竞买，只能独立竞买。

NO.溧水2021G01:

1.地块内酒店式公寓配建比例不得高于地上总建筑面积
的30%。

2.地块内地上商办自持比例不小于50%。
NO.溧水2021G02-05：

1.该地块拟带建筑物挂牌，地上建筑物符合规划，可予以
保留。地上建筑物权属清晰，归属石湫街道办事处，A地块
地上建筑物价值为423996元、B地块地上建筑物价值为
847918元、C地块地上建筑物价值为156246元、D地块地上
建筑物价值为117238元(不包含在挂牌出让起始价中)，由竞
得人与石湫街道办另行结算，由石湫街道负责全程监管。

2.A地块竞得人须连续5年每年向石湫街道办事处纳税
不低于300万元；B地块竞得人须连续5年每年向石湫街道
办事处纳税不低于400万元；C地块竞得人须连续5年每年
向石湫街道办事处纳税不低于150万元；D地块竞得人须连
续5年每年向石湫街道办事处纳税不低于150万元；税收无
法达到要求，差额部分竞得人须以现金补足。由石湫街道负
责全程监管。

NO.溧水2021G06：该地块属于区政府迁建的加油站项

目，竞买人须取得市商务局加油站（点）设置规划的批复，并
提供区政府出具的选址意见等。

NO.溧水2021G07：
1.该宗地块是晶桥镇拆迁安置房，建成后全部由溧水区

晶桥镇人民政府回购，用于拆迁安置，回购价格为37824.57
万元。

2.该地块上建筑物已建成，地块竞得人应向南京市溧水
区晶桥镇人民政府支付已建成地上建筑物工程造价款（不包
含在挂牌出让起始价中）30954.57万元，由竞得人与晶桥镇
人民政府另行结算。

3.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前，土
地竞买人须提供与南京市溧水区晶桥镇人民政府签订的安
置房《回购协议》。

四、交易方式和时间
1.溧水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实施网上交易。

竞买有资格审查要求的地块请携带相关资料至溧水区天生
桥大道600号市民之家四楼D3区土地交易中心进行审核。

2.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3月5日至2021年3月15日
（报名截止时间），在工作日9:00至16:00期间可登录南京
土地市场网“溧水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进行网上
备案、报名。

3.同一出让地块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竞买人，且已有有效
报价的，转入网上限时竞价，限时竞价时间为2021年3月18
日上午9:00开始，以交易系统显示的时间为准。

五、竞得人确定
在挂牌时间截止（2021年3月18日10:00）时，地块无

人报名，地块流标；地块只有一家竞买人报名，并有不低于起
始价的有效报价，该地块在挂牌时间截止时即成交；两个或
两个以上竞买人竞买同一地块，竞价最高者为竞得人。

地块详情请见：南京土地市场网（http://www.landnj.
cn）江苏土地市场网（http://www.landjs.com）业务咨询
电话：(025)57217257

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溧水分局
2021年2月9日

一、基本情况

二、出让价格

序号

1

2

3

4

5

6

7

地块编号

NO.溧水2021G01

NO.溧水2021G02

NO.溧水2021G03

NO.溧水2021G04

NO.溧水2021G05

NO.溧水2021G06

NO.溧水2021G07

地块位置/名称

石湫街道石湫大道以南、宁
高新通道以东（荔枝广场）

石湫街道环山河王家庄以
东，玫瑰园以西（红锦灿A）

石湫街道环山河王家庄以
东，玫瑰园以西（红锦灿B）

石湫街道环山河王家庄以
东，玫瑰园以西（红锦灿C）

石湫街道环山河王家庄以
东，玫瑰园以西（红锦灿D）

永阳街道城西干道以西、中
山路以北（西环加油站）

晶桥镇341省道以南，246省
道以西（晶桥安置房三期）

四至

东至现状，南至现状，
西至宁高新通道，北至石湫大道。

东至玫瑰园，南至现状，
西至王家庄，北至现状。

东至玫瑰园，南至现状，
西至王家庄，北至现状。

东至玫瑰园，南至现状，
西至王家庄，北至现状。

东至玫瑰园，南至现状，
西至王家庄，北至现状。

东至城西干道，南至中山路，
西至现状，北至现状。

东至246省道，南至现状，
西至现状，北至341省道。

总用地面积
（㎡）

20427.24

315.06

489.17

195.74

148.26

3056.93

41476.34

出让面积
（㎡）

20427.24

315.06

489.17

195.74

148.26

3056.93

41476.34

出让
年限

40年

40年

40年

40年

40年

40年

70年

规划指标

规划用地性质

Bb商办混合用地

B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B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B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B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B41加油加气站用地

R2二类居住用地

容积率

1.01≤Far≤3.0

Far≤1.2

Far≤1.2

Far≤1.2

Far≤1.2

Far≤0.8

1.0＜Far≤1.8

建筑高度
（m）

H≤80

H≤12

H≤12

H≤12

H≤12

H≤24

H≤35

建筑密度
（%）

≤50

/

/

/

/

≤25

≤30

绿地率
（%）

≥25

/

/

/

/

≥30

≥30

地块编号
NO.溧水2021G01
NO.溧水2021G02
NO.溧水2021G03
NO.溧水2021G04
NO.溧水2021G05
NO.溧水2021G06
NO.溧水2021G07

起始价（万元）
4230
30
46
18
14
600
6870

最高限价（万元）
/
/
/
/
/
/
/

加价幅度（万元）
100
2
2
2
2
10
100

竞买保证金（万元）
846
6

9.2
3.6
2.8
120
1374

各位股东：
经江苏启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研
究，决定召开江苏启东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东农商银行）
第三届股东大会第四次会议。

一、会议时间
2021年3月18日（星期四）下午，

会期半天。13：30开始签到，14：00准
时开会。

二、会议地点
启东农商银行七楼会议室（启东市

汇龙镇人民中路599号）

三、会议主要议程
审议启东农商银行《2020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草案），《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草案），
《2020年度财务预算执行情况及2021
年度财务预算的方案（草案）》，《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草案）》，《2020年
度股金分红方案（草案）》，《清产核资报
告》的议案（草案），《资产评估报告》的
议案（草案），《净资产确认书》的议案
（草案），《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草案），《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事项的议案（草案）》，《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定向发行股份事项
的议案（草案）》，《定向发行股份的方案
（草案）》，《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的议案
（草案）》，听取2020年度关联交易管理
制度执行以及关联交易情况的报告，听
取第三届董事会对董事（独立董事）
2020年度履职评价的报告，听取第三
届监事会对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及其成
员2020年度履职评价的报告，听取第
三届监事会对监事2020年度履职评价
的报告；表决、宣读法律意见书。

四、会议出席对象
截止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启东农

商银行股东。股东本人不能出席会议
的，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表决。

五、会议登记事项
（一）股权登记日：2021年3月10日。
（二）会议登记地点：启东农商银行

所属各支行。
（三）会议登记截止时间：2021年3

月12日。本次会议股东（代理人）参会
资格以启东农商银行董事会办公室收
到会议回执为准，请拟出席本次会议的
股东（代理人）在2021年3月12日前
向受理股权登记的相关支行提交会议
回执（授权委托书）。

（四）登记手续：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复

印件、股金证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持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复印件、加盖公章的企业营业执照
（副本）复印件、股金证复印件办理登记
手续。

3．委托他人登记的除上述资料
外，须同时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和登记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六、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联系人：张海英
联系电话：0513-83309270

七、其他事项说明
（一）股东（代理人）须携带本人身

份证参加会议；
（二）本次会议实行律师见证制度，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启东农商银行保证公告的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交通、住
宿自理。

特此公告。
江苏启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2月22日

关于召开江苏启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股东大会第四次会议的公告

输血企业、惠及员工，
“惠过年”温暖“异乡人”

企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地方发
展的贡献者；员工是企业经营的根基，是
地方发展的建设者。在这个特殊的“年
关”，中国银行“惠过年”服务方案的“天
平”上，一端链接实体企业，一端紧系企
业员工，在助力企业“过好年”同时，潜心
增进企业员工幸福感与获得感。

春节前夕，南通和衷公司一方面积
极响应“非必要不返乡，留在当地过
年”的号召，主动开展暖心留人行动，
提供生活补助；另一方面积极争揽订
单，保障企业运营，为“就地过年”的员
工发放现金补贴。生产垫资和员工薪
酬福利支出的双重压力，导致企业出
现临时性资金困难。中国银行第一时
间上门对接，通过“惠过年”服务方案

为企业提供160万元授信支持，并于1
月29日顺利放款。

“中行的专业服务为我们对抗疫情
冲击、带动生产节奏发挥了关键作用。”
南通和衷公司负责人得知“中银企E
贷”160万元贷款顺利到帐的消息后激
动地说。

无独有偶。1月29日，南京禹步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获得中国银行200万元
信用贷款的批复。该公司是一家高新
技术企业，也是南京市“高层次创业人
才”项目企业。响应政府“就地过年”
的倡议，该公司通过“留岗礼包”的方
式，让15名外地员工全部留宁过年。
由于公司2020年部分项目款项仍未收
回，暂时动用了公司的备用现金支付
货款，使得公司发放员工的年终奖“捉
襟见肘”。中国银行闻讯后，迅速行动，
向企业介绍“惠过年”服务方案，并借助

“中银高企贷”绿色审批通道，在两个工
作日内完成了授信审批流程。

“太感谢了，中行的这笔信用贷款，
帮助公司顺利支付了货款，解了燃眉之
急，真的是又温暖、又安心啊！”企业负
责人由衷感谢道。

政银携手、政策“加码”，
“惠过年”带来“及时雨”

1月29日，中国银行工作人员为扬
州一家民营企业送去牛年新春礼包。
企业主刘先生夫妇白手起家，通过20

多年稳扎稳打，企业的业绩和规模蒸蒸
日上。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
了企业的经营节奏，压力之下企业销售
出现下滑，账款回笼周期延长，企业现
金流日趋紧张。

为缓解资金压力，刘先生先后咨询
了镇上其他银行，都以“乡镇个人住宅
接受度较低”“企业经营形势难以判断”
等原因被“劝退”。当得知中国银行“惠
过年”服务方案后，刘先生抱着试试看
的态度，联系了当地中行。中国银行第
一时间安排专人赶到刘先生的企业，向
刘先生耐心介绍了“惠过年”服务方案，
并根据刘先生的实际情况，向他推荐了
中银企E贷·信用贷产品，刘先生当天
就获批100万元信用贷款，并顺利通过
网上银行完成提款。

“真是一场‘及时雨’。都说小微企
业融资难、融资贵，没想到如此方便就
申请到低利率的信用贷款，我们由衷感
谢中行的雪中送炭！”。刘先生表示，会
将中国银行“惠过年”政策宣传出去，让

更多的像他这样的小微企业也能享受
到中行普惠金融服务的关怀和支持。

除通过“惠过年”服务方案实实在在
地为“四类企业”助力加油外，中国银行
还在第一时间与江苏省知识产权局、江
苏省生产力中心等政府部门及江苏省信
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完成联合发文，
进一步扩大中国银行“惠过年”普惠金融
服务方案的影响；同时，也让更多的社会
力量关注、关心和关爱那些春节期间保
障群众生活物资、能源供应、交通物流以
及维护“就地过年”员工权益的小微企
业，共同承担维护社会正常运行的责任，
共同守护平安祥和的新春佳节。

天下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
在这个特殊的“关口”，中国银行在“助
力小微、服务社会、温暖人心”方面，彰
显出一份难得可贵的使命意识和责任
意识。该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坚定推
行“惠过年”服务方案，依托金融力量，
为中小微企业保障民生助力加油，让

“就地过年”的务工人员感受家的温暖。

中国银行推出“惠过年”普惠金融服务方案——

让“异乡”有“年味”，为“小微”送“福袋”
在“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疫情防控形势下，“就地过年”成为保障民众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打好春节期间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关键一招，也让辛丑牛年春节有了特别的意义与味道。为让响应

号召的民众“在他乡也有归属感”，各级政府、各行各业纷纷出台措施，全方面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骨子里永葆“普惠基因”，血脉里蕴含“民生温度”。中国银行于1月28日正式推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过年”普惠金融服务方案》（以下简称“惠过年”服务方案），着力为春节期间保障

群众生活物资、能源供应以及保障“就地过年”员工权益的各类中小微企业提供专属融资服务。该方案配套提供线上线下丰富产品、利率优惠、绿色通道等“一揽子”措施，让“衣食住行”四大类中
小微企业实体尝到了金融甘霖的“甜头”，以温馨举措传递着大行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