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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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惠民县人民政府批准，惠民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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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民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惠民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惠自然资规告字[2020]8号

地块编号

2020-M038

2020-M086

2020-M088

2020-M089

2020-M093

2020-M113

2020-M114

土地位置

惠民县乐安二路以

东、孙武八路以北、

孙武七路以南

惠民县麻店镇滨惠

大道以北、山东鑫诚

现代农业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以西

惠民县何坊街道西

寨子村村庄以南、孙

武四路以北、乐安四

路以东

惠民县何坊街道西

寨子村村庄以南、孙

武四路以北、乐安四

路以东

惠民县城文安路以

南、幸福河以西

惠民县永莘路以北、

幸福河以西

惠民县永莘路以北、

幸福河以西

出让面积

（M2）

37558

22411

62

136423

118666

36128

46203

47023

土地用途

教育科研用地

医疗卫生用地

城市道路

教育科研用地

教育科研用地

居住用地

居住用地

居住用地

出让年限

（年）

50

50

50

50

70

70

70

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容积率

≤1.0

≥1.0且≤1.5

≤1.0

≤1.0

＞1.5且≤2.0

＞1.5且≤2.0

＞1.5且≤2.0

建筑密度（%）

≤25

≤35

≤25

≤25

≤20

≤20

≤20

绿地率（%）

≥35

≥30

≥35

≥35

≥35

≥35

≥35

增价幅度

(万元)

5

5

5

5

5

5

5

起始价

（万元）

5634

1686

20464

17800

10839

13861

14107

竞买保证金

（万元）

5634

1686

8186

7120

2168

2773

2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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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法律另有规定
者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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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申请人可登录惠民县公共资源交易

中 心 网 站（http://huimin.ggzyjy.
binzh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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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惠民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311办公室或滨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三楼信息录入窗口申请办理数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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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
日17时0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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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17时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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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月 4日09时至
2020年12月14日17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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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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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民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电话：0543—5327005

惠民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543—5322101

数字证书办理电话：

0543—5322106

0543-3165927

2020年11月14日

（上接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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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滨州市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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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网上挂牌出让活动。申请人可以单

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出让文件获取方式

本次网上挂牌出让宗地的详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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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zyjy.binzhou.

gov.cn/bzwe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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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滨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三楼信息

录入窗口或滨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二

楼D06CA滨州中心窗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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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买人可直接登陆网上交易系统使

用）。

竞买申请人须在2020年12月15

日16时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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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16时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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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046号地块：2020年12月

7日8时30分至2020年 12月 17日 9

时。

2020-X047号地块：2020年12月

7日8时30分至2020年 12月 17日 9

时5分。

2020-X060号地块：2020年12月

7日8时30分至2020年 12月 17日 9

时10分。

2020-X062号地块：2020年12月

7日8时30分至2020年 12月 17日 9

时15分。

2020-X063号地块：2020年12月

7日8时30分至2020年 12月 17日 9

时20分。

2020-X064号地块：2020年12月

7日8时30分至2020年 12月 17日 9

时25分。

2020-X065号地块：2020年12月

7日8时30分至2020年 12月 17日 9

时30分。

2020-X066、X067、X068、X069

号地块：2020年12月7日8时30分至

2020年12月17日9时35分。

2020-X070号地块：2020年12月

7日8时30分至2020年 12月 17日 9

时40分。

2020-X071号地块：2020年12月

7日8时30分至2020年 12月 17日 9

时45分。

2020-B053号地块：2020年12月

7日8时30分至2020年 12月 17日 9

时50分。

2020-B055号地块：2020年12月

7日8时30分至2020年 12月 17日 9

时55分。

2020-B056号地块：2020年12月

7日8时30分至2020年12月17日10

时。

2020-B057号地块：2020年12月

7日8时30分至2020年12月17日10

时5分。

2020-B058号地块：2020年12月

7日8时30分至2020年12月17日10

时10分。

2020-B059号地块：2020年12月

7日8时30分至2020年12月17日10

时15分。

2020-B061、B062号地块：2020

年12月7日8时30分至2020年12月

17日10时20分。

2020-B066号地块：2020年12月

7日8时30分至2020年12月17日10

时25分。

2020-K065号地块：2020年12月

7日8时30分至2020年12月17日10

时30分。

2020-G001号地块：2020年12月

7日8时30分至2020年12月17日10

时35分。

2020-G014号地块：2020年12月

7日8时30分至2020年12月17日10

时40分。

挂牌报价时间截止时，经系统询

问，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系

统自动进入网上限时竞价程序，通过竞

价确定竞得入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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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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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滨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电话：0543-3186937

联系人：孙女士

滨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电话：0543-3165508

联系人：许先生

数字证书办理电话：

0543-3165535

联系人：李女士

0543-3172206

联系人：徐女士

2020年11月16日

(上接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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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滨州市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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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网上挂牌出让活动。申请人可以单

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出让文件获取方式

本次网上挂牌出让宗地的详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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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zyjy.binzhou.

gov.cn/bzwe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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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滨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三楼信息录入

窗口或滨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二楼

D06CA滨州中心窗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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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可直接登陆网上交易系统使用）。

竞买申请人须在2020年12月15

日16时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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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16时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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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63 号地块：2020 年 12

月7日8时30分至2020年12月17日

14时30分。

2020-K032 号地块：2020 年 12

月7日8时30分至2020年12月17日

14时35分。

2020-K053 号地块：2020 年 12

月7日8时30分至2020年12月17日

14时40分。

2020-K054 号地块：2020 年 12

月7日8时30分至2020年12月17日

14时45分。

2020- K073、 K074 、 K075、

K076、K077号地块：2020年12月7日

8时30分至2020年 12月 17日 14时

50分。

2020-K078、K079、K080、K081、

K082、K083、K084、K085、K087号地

块：2020年12月7日8时30分至2020

年12月17日14时55分。

2020- K088号地块：2020年 12

月7日8时30分至2020年12月17日

15时。

2020- K089号地块：2020年 12

月7日8时30分至2020年12月17日

15时5分。

挂牌报价时间截止时，经系统询

问，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系

统自动进入网上限时竞价程序，通过竞

价确定竞得入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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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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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滨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电话：0543-3186937

联系人：孙女士

滨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电话：0543-3165508

联系人：许先生

数字证书办理电话：

0543-3165535

联系人：李女士

0543-3172206

联系人：徐女士

2020年11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