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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经博兴县人民政府批准，博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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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主要指标

博兴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博自然资规告字〔2020〕9号

编号

2020-I065

2020-I066

2020-I067

2020-I068

土地位置

兴福镇驸马村西、汾王

路以南、东外环路以西

兴福镇隆发路以东、汾

王路以南

曹王镇曹纯路以北、山

东汉氏磨料磨具有限

公司以西

曹王镇曹纯路以北、山

东汉氏磨料磨具有限

公司以西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出让年限

（年）

先租后让（4+40）

先租后让（5+40）

40

50

出让面积

（平方米）

34617

54542

15609

4391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不小于1.0

不小于1.0

不小于1.0

不小于1.0

建筑密度

不小于40%

不小于40%

不小于40%

不小于40%

绿地率

不大于20%

不大于20%

不大于20%

不大于20%

增加幅度

（万元）

52

82

24

7

起始价

（万元）

548

884

210

74

竞买保证金

（万元）

44

88

105

74

其他要求：
1.2020-I065地块按土地现状出

让，其地上建筑物随同土地一并出让，

起始价和成交价不包含地上建筑物价

款。出让年限44年（租赁4年+协议出

让40年），总租金44万元，协议出让起

始价504万元，竞买保证金44万元。

2.2020-I066地块按土地现状出

让，其地上建筑物随同土地一并出让，

起始价和成交价不包含地上建筑物价

款。出让年限45年（租赁5年+协议出

让40年，总租金88万元，协议出让起

始价796万元，竞买保证金88万元。

3.2020-I067地块按土地现状出

让，其地上建筑物随同土地一并出让，

起始价和成交价不包含地上建筑物价

款。土地出让金可以分期支付，第一

次支付总额的50%，剩余价款在签订

成交确认书之日起10个月内缴清。

4.2020-I068地块按土地现状出

让，其地上建筑物随同土地一并出让，起

始价和成交价不包含地上建筑物价款。

二、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

然人和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者及已

购买滨州市博兴县土地而未交清土地

出让金或未按土地出让合同约定开发

的除外。对达到“黑名单”认定标准的

不良信用主体，限制参加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挂牌活动），均可参加本次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活动，申请人

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出让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

具体要求，见网上挂牌出让文件。竞

买申请人可登录滨州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 心 网 站（http://www.bzggzyjy.

gov.cn）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

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查看

和打印出让文件。

四、竞买申请及竞买保证金缴纳

本次公告所涉及地块只接受网上

竞买申请。

竞买申请人须携带相关有效证

件，到博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四楼

交易室申请办理数字证书后，方可登

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申请并参与竞

买。已办理过数字证书的竞买人可直

接登陆系统使用。

竞买申请人须在2020年10月28

日16时30分00秒前登录网上交易系

统提交竞买申请，并按要求足额缴纳

竞买保证金。

竞买保证金到账的截止时间为：

2020年10月28日16时30分00秒。

五、网上挂牌时间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

牌时间为：

2020-I065地块：2020年10月20

日9时00分00秒至2020年10月30

日9时05分00秒;

2020-I066地块：2020年10月20

日9时00分00秒至2020年10月30

日9时10分00秒;

2020-I067地块：2020年10月20

日9时00分00秒至2020年10月30

日9时15分00秒;

2020-I068地块：2020年10月20

日9时00分00秒至2020年10月30

日9时20分00秒。

六、确定竞得人的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

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

入选人。博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只

对网上挂牌的竞得入选人进行资格审

查。审查通过者确定为竞得人。

七、联系方式

博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电话：0543-2309501

联系人：泥先生

联系电话：0543-2395265

联系人：韩先生

博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电话：0543-2397297

联系人：孙女士

数字证书办理电话：

0543—2397297

联系人：孙女士

博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博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9月29日

拍卖公告
受滨州市胜达化工有限公司管理人委托，滨

州产权交易拍卖中心定于2020年10月19日上午
10时对滨州市胜达化工有限公司破产资产一宗面
向社会公开拍卖。

资产整体拍卖，包括低值易耗品及原材料、房
屋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备、机器设备、电
子设备、土地使用权，标的详情及参考价参见评估
报告等相关文件或向我中心咨询，具体以现场看
样为准。

本次拍卖会采用网络拍卖方式。有意竞买者
请持有效身份证件及竞买保证金80万元（以实际
到达拍卖人账户为准），向本中心报名。竞买不成
功保证金三个工作日内不计息退还。（户名：滨州
产 权 交 易 拍 卖 中 心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账 号 ：
15742101040006552 开户行：农行滨州渤海支
行）

报名时间：公告之日起至2020年10月18日16时
报名地点：滨州市黄河五路338号滨州日报社3楼
拍卖地点：本中心网络拍卖大厅
联系电话：0543-3387939 13954398699（王

先生）

滨州产权交易拍卖中心
2020年9月30日

拍卖公告
受资兴（滨州）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管理人委

托，滨州产权交易拍卖中心定于2020年10月19
日上午9时对资兴（滨州）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破产
资产面向社会公开拍卖。

标的简介：标的①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土
地使用权一宗，标的②产成品（库存商品）、在产品
（自制半成品）、在用低值易耗品、构筑物及其他辅
助设备、机器设备、电子设备、车辆一宗，标的详情
及参考价参见评估报告等相关文件或向我中心咨
询，具体以现场看样为准。

本次拍卖会采用网络拍卖方式。有意竞买者
请持有效身份证件及竞买保证金（标的①300万
元，标的②80万元，以实际到达拍卖人账户为准），
向本中心报名。竞买不成功保证金三个工作日内
不计息退还。（户名：滨州产权交易拍卖中心有限
责任公司 帐号：15742101040006552 开户行：
农行滨州渤海支行）

报名时间：公告之日起至2020年10月18日16时
报名地点：滨州市黄河五路338号滨州日报社3楼
拍卖地点：本中心网络拍卖大厅
联系电话：0543- 3387939 13954398699

（王先生）
滨州产权交易拍卖中心
2020年9月30日

纳税人名称

惠民县硕顺新能源有限公司

惠民县恒鹏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惠民县轩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惠民县亿伟五金机电有限公司

惠民县鼎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惠民县景琦新能源有限公司

惠民县裕守机电设备销售有限公司

惠民县展轩商贸有限公司

惠民县会良建材销售中心

惠民县硕景商贸有限公司

惠民县恩硕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纳税人识别号）

91371621MA3NY3JT5A

91371621MA3NXELD1K

91371621MA3NY3KX40

91371621MA3NXGTP6X

91371621MA3MY34X1Y

91371621MA3NXEP35N

91371621MA3N526G53

91371621MA3N6DET8B

91371621MA3MKQ387Q

91371621MA3M01662Y

91371621MA3N7DP81X

我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开展税务检查，查证确认以下纳税人走逃（失
联），现予以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稽查局

走逃（失联）纳税人公告

以上纳税人应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与我局联系，逾期未联系且不履行税收义务的，我局将按照《重大税收
违法失信案件信息公布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54号）进行处理。

联系地址：黄河二路417号
联系人及电话：梅军付开来 0543-3188578

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稽查局
2020年9月30日

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3186726 18654306492

李 海 东 残 疾 人
证 丢 失 ， 证 号 ：
37230119921107241
844，声明作废。

滨州市远顺运输有
限公司鲁MAZ661(黄
色）道路运输证丢失，证
号：371622306814，声
明作废。

滨州市远顺运输有
限公司鲁 MHK77 挂
(黄色）道路运输证丢失，
证号：371622306815，
声明作废。

谢万朋中学高级教
师资格证丢失，编号：鲁
100520062240，声明
作废。

毕静静医师执业证
书 ， 编 号 ：
110371602000150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获取方式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https://

pan.baidu.com/s/1k2PxGE7c9-OeaNuq0PiN-g；

提取码：8cy5；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查阅方式和途径：山东

智诚食品有限公司安环办公室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公众范围：厂界周围5.0km范围内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关于发布《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套文件的公告（附件1 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

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key -

words

四、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若公众对建设项目有环境保护意见的，可通过电

话（ 吴 总 18366821917）、信 件 或 E- Mail

（125029841@qq.com）向山东智诚食品有限公司进

行意见表述，也可将自己的意见形成书面文字送至当

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

均可向山东智诚食品有限公司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

相关的意见。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本公告信息发布日期起10个工作日内

公告发布单位：山东智诚食品有限公司
发布日期：2020年9月24日

山东智诚食品有限公司年屠宰6600万只肉鸡加工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稿公示

寻找弃婴生父母公告
2018年 11月 28日在邹平市

明集镇西闸村馒头房门口捡拾男性
弃婴一名，身体健康。请孩子的亲

生父母或其它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邹平市
民政局收养登记处联系，联系电话：
4267508，联系地址：邹平市城南广场东路
167号，即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
依法安置。

邹平市民政局
2020年9月30日

寻找弃婴生父母公告
2017年7月4日在邹平市长山

镇陈度村家门口捡拾男性弃婴一
名，身体健康。请孩子的亲生父母

或其它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邹平市民政局
收养登记处联系，联系电话：4267508，联系
地址：邹平市城南广场东路167号，即日起
60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邹平市民政局
2020年9月30日

寻找弃婴生父母公告
2017年5月23日在博兴县纯

化镇止河村门口捡拾女性弃婴一
名，身体健康、发育正常。请孩子的

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于2020
年11月30日前与博兴县民政局收养登记处
联系，联系电话：0543-2260317，联系地
址：博兴县新城一路579号。即日起60日内
无人认领者，将被依法安置。特此公告

博兴县民政局
2020年9月30日

《阳信县生活垃圾应急填埋场项目》（征求
意见稿）已编制完成，现向社会公开征求对该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
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网络链接：
http://60.215.8.9:8091/n15/n1/n379/

202009230404083263.html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

存放于建设单位—阳信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公
众可以前往以下地址进行查阅。

查阅时间：工作日上午09：00～12:00，下
午14：00～17:00。

建设单位：阳信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地 址：阳城六路1251号
联 系 人：刘主任
联系电话：13589725110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主要是项目评价范围

内的公众。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

60.215.8.9:8091/n15/n1/n379/
202009230404083263.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公众提出意见后，可通过电话、信件或E-

Mail进行意见表述。
公告期限：自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阳信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0年9月30日

阳信县生活垃圾应急填埋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众参与信息公示

■疫情防控系列科普知识

肉类加工企业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南(三)

三、重点环节和重点场
所防控要求

（一）源头管控。肉类加工
企业应当把好禽畜肉类来源的

“追溯关”“自查关”“检测关”“贮
存关”，建立健全全程追溯机制，
严禁加工不符合动物检疫规定
或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畜禽
肉。除了索票索证和进货查验
记录外，进口畜禽肉类食品应当
具备《核酸检测合格证明》方可
入厂生产。做好畜禽肉类食品

转运存放区域、运输工具、货物
外包装及其他相关用品用具的
清洁和消毒。

（二）通风换气。普通厂房
优先选择自然通风，如条件不具
备可辅以机械通风。密闭厂房
应当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和空调
系统供风安全，采用全新风模
式，关闭回风系统，确保人均新
风量≥30m3/h。空调通风系统
应当定期进行检查、清洗、消毒，
确保运行清洁安全。

四、个体防护
从业人员在岗时应当根据

岗位需要正确佩戴口罩、手套
等，做好个人防护。

（一）检验检疫人员。检验
检疫人员上岗前应当穿戴好工
作服、手套、一次性使用医用口
罩或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防
护镜、胶靴等。

（二）待宰区工作人员。待
宰区工作人员上岗前应当穿戴
好工作服、手套、一次性使用医
用口罩或一次性医用外科口
罩、面屏或护目镜、胶靴等。工
作过程中应当避免直接接触动
物的血液和体液。参与急宰的
工作人员完成急宰工作后应当
彻底洗手、消毒。工作结束后，
应当做好衣服和器械的清洗、
消毒。

（三）屠宰工作人员。屠宰
工作人员进入屠宰车间前应当
穿戴好工作帽、一次性使用医
用口罩或一次性医用外科口
罩、面屏、手套、工作服、胶靴等
防护用品。放血工人和与水接
触较多的工人应当穿防水的衣
裤。屠宰技术人员不得徒手操
作。工作结束后，人员应当采
用有效浓度的消毒液对设备、
工器具、场地等进行消毒。工
衣统一收集、清洗、消毒。

（四）分割加工人员。分割
加工人员进入车间前应当穿戴
工作帽、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
或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面屏、
手套、工作服和胶靴，根据岗位
需求穿戴相应的围裙和雨衣。
生产结束后，人员应当采用有
效浓度的消毒液对设备、工器
具、场地等进行清洗、消毒；人
员应当洗澡后离开车间。分割
车间员工工衣应当和其他区域
员工工衣分开清洗、消毒。

（五）包装和副产品处理人
员。包装和副产品处理人员进
入车间应当穿戴工作帽、一次
性使用医用口罩或一次性医用
外科口罩、面屏、手套、工作服、
防水围裙、防水套袖和防潮防
滑的胶靴。进入车间和生产结
束均需按照流程进行洗手消毒
和鞋靴的清洗、消毒，生产结束
后洗澡离开车间。

（六）低温环境工作人员的
防护。低温环境工作人员进入
车间前应当穿戴工作帽、一次
性使用医用口罩或一次性医用
外科口罩、面屏、手套、工作服
和胶靴，根据岗位需求穿戴相
应的围裙和雨衣。冷冻、冷藏
车间的人员进入工作区时应当
穿戴有防护耳朵的棉帽、棉服
和棉鞋，并佩戴手套。

（七）外围工作人员的防
护。维修、制冷、配电、污水处
理及无害化处理等岗位工作人
员进入工作岗位前应当穿戴适
宜的工作服、工帽、工鞋及其他
要求佩戴的个体防护用品，并

保持佩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
或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

（八）减少员工的密切
接触。合理安排员工的作业班
次，降低加工车间分割、切片、
挑拣、清洗、包装等作业工序的
员工密度，2名员工之间应当
保持至少1米的安全距离。

五、异常情况处置与报告
（一）核酸检测阳性样品的

处置措施。一旦接到当地疾病
预防控制机构通知有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阳性的样品，企业应
当根据当地要求对相关物品和
环境采取及时应急处置，迅速
启动本单位应急预案，在专业
人员指导下采取对相关物品临
时封存、工作场所进行消毒处
理和对可能接触人员及时开展
核酸检测和健康筛查等措施。
相关物品按照医疗废弃物集中
转运处理，应当使用双层黄色
垃圾袋盛装，封口严密，避免运
输过程溢洒或泄露。参与相关
物品清运工作的人员应当做好
个人防护，建议穿戴工作服、一
次性工作帽、一次性手套、防护
服、医用防护口罩、护目镜或防
护面屏、工作鞋或胶靴、防水靴
套等。

（二）员工出现异常状况的
应急处置。

1.企业应当设立隔离观察
区域，员工出现可疑症状或排
查发现为密切接触者时，企业
应当及时报告当地疾病预防控
制机构，配合实施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或居家医学观察，并按
要求封闭其所在工作场所以及
员工宿舍等生活场所，严禁无
关人员进入，同时在专业人员
指导下对其活动场所及使用物
品进行消毒。

2.企业一旦发现病例，必
须实施内防扩散、外防输出的
防控措施，配合有关部门开展
流行病学调查、密切接触者追
踪管理、疫点消毒等工作，并对
该员工作业的工作场所及其加
工的禽肉类进行采样和核酸检
测。根据疫情严重程度，暂时
关闭工作场所，待疫情得到控
制后再恢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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