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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洪岐丢失阳信得瑞中
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
的山东增值税普通发票凭证
5份，凭证号码：27972914-
27972918，特此声明。

郭洪岐丢失阳信得瑞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山
东增值税普通发票凭证 12
份，凭证号码：27972924-
27972933、 27972897-
27972898，特此声明。

博兴县东辰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法 定 名 称 章 ，编 码 ：
3723280017642，因印章遗
失，声明作废，且寻回后不在使用。

博兴县文宇克青软件工
作室法定名称章，编码：
3723280009794，因 印 章
遗失，声明作废，且寻回后不
在使用。

滨州医学院劳动服务公

司悦仙酒楼营业执照正、副本
丢 失 ， 注 册 号 ：
3716001900036， 声 明
作废。

滨州医学院劳动服务公
司悦仙酒楼公章，因印章遗
失，声明作废，且寻回后不再
使用。

山东昇顺物流有限公司
鲁MBA31挂（黄色）道路运
输 证 丢 失 ， 证 号 ：
371602101972，声明作废。

滨州市滨航运输有限公
司鲁MCW132（黄色）道路
运 输 证 丢 失 ，证 号 ：
371602309534，声明作废。

阳信县乐动全民健身俱
乐部有限责任公司发票专用
章 91371622MA3CGU-
NA0N，因印章遗失，声明作
废，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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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阳信县人民政府批准，阳信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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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信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阳自然资规告字[2021] 5号

地块编号

2019-Y40

2019-Y41

2021-Y29

土地位置

水落坡文化产业园

区，滨阳路以南、皮

店村以北

水落坡文化产业园

区，滨阳路以南、皮

店村以北

劳店镇陈楼工贸园

区、滨德高速以北、

污水处理厂以南

出让面积

（平方米）

25272

18814

4604

土地用途

商服

工业

工业

出让年限

（年）

40

50

50

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容积率

不大于1.5

不小于1.2

不小于1.2

建筑密度（%）

不大于50

不小于40

不小于40

绿地率（%）

不小于20

不大于15

不大于15

增价幅度

（万元）

9

4

1

起始价

（万元）

948

480

118

竞买保证金

（万元）

948

480

118

注：工业用地建设项目类别在《山
东省建设用地控制标准（2019版）》中
的，规划设计指标按照《山东省建设用
地控制标准（2019版）》确定的标准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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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已购买阳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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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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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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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滨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三楼信息

录入窗口(或阳信县阳城六路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一楼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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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可直接登陆网上交易系统使用）。
竞买申请人须在 2021年 5月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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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5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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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Y40号地块：2021 年 5月
19日08时30分至2021年 5月31日

09时00分。
2019-Y41 号地块：2021 年 5月

19日08时30分至2021年 5月31日

09时05分。

2021-Y29 号地块：2021 年 5月

19日08时30分至2021年 5月31日

09时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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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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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信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电话：0543—8221913

联系人：肖女士、刘女士

阳信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电话：0543—8268308

联系人：孟女士

数字证书办理电话：

0543—8268305

联系人：纪先生

2021年4月29日

广大市民、各有关单位：

根据我市2021年城

市基础建设工程要求，于

2021年4月至5月分批对

城区老旧箱变进行基础

设施集中改造，届时将对

其断电施工，部分路段路

灯将受此影响而无法正

常开启，请广大市民及社

会有关单位在相应路段

注意出行安全，带来不便

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附：5月份城区路灯

断电路段一览表

滨州市城市管理局

2021年4月29日

2021年5月份路灯停电公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箱变位置

黄河二路渤海二十二路

黄河八路渤海七路

渤海十八路长江五路西南

黄河八路渤海十一路

黄河五路渤海六路

黄河五路渤海九路

黄河五路渤海二十二路

黄河六路新立河东路

黄河六路新立河西路

渤海十八路黄河四路

黄河五路渤海十九路

渤海十八路黄河六路

停电时间

5月4日

5月6日

5月9日

5月10日

5月12日

5月14日

5月14日

5月17日

5月17日

5月27日

5月30日

5月30日

送电时间

5月5日

5月8日

5月10日

5月11日

5月13日

5月15日

5月15日

5月19日

5月19日

5月28日

5月31日

5月31日

路灯停电路段

黄河二路（渤海二十路至渤海二十四路段）

黄河八路（渤海五路至渤海九路段）

渤海十八路（长江三路至南海公交站牌段西侧）

黄河八路（渤海九路至渤海十一路段）

黄河五路（渤海五路至渤海七路段）、

渤海六路（黄河四路至黄河七路段）

黄河五路（渤海七路至渤海十路段）

黄河五路（渤海十八路至渤海二十一路段）

新立河东路（黄河五路至黄河八路段）

新立河西路（黄河五路至黄河七路段）

渤海十八路（黄河二路至黄河五路段）

黄河五路（渤海二十一路至渤海二十四路段）

渤海十八路（黄河五路至黄河八路段）

注：具体停电时间以电力部门实际停电时间为准。

5月份城区路灯断电施工路段一览表

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3186726 18654306492

44月月2929日上午日上午，，黄河楼景区举行开园仪式黄河楼景区举行开园仪式，，正式对外开放正式对外开放。。
黄河楼是蒲湖风景区重要组成部分黄河楼是蒲湖风景区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座集游览观光是一座集游览观光、、展示黄展示黄

河文化等功能于一体的塔楼式建筑河文化等功能于一体的塔楼式建筑，，位于滨城区蒲湖东南方向的东关位于滨城区蒲湖东南方向的东关
岛岛，，总建筑面积总建筑面积94889488..88平方米平方米，，建筑高度建筑高度7979..11米米，，分为地上分为地上1111层层、、地下地下
11层层。。

黄河楼按照黄河楼按照““城市会客厅城市会客厅”“”“标志性建筑标志性建筑””目标定位目标定位，，打造传承孙子打造传承孙子
文化文化、、彰显滨州黄河文化精粹的场景载体彰显滨州黄河文化精粹的场景载体，，力争打造全新旅游网红打力争打造全新旅游网红打
卡地卡地，，丰富滨州市民精神文化生活丰富滨州市民精神文化生活，，进而提升城市品位进而提升城市品位，，提升滨州黄河提升滨州黄河
文化旅游的品牌知名度文化旅游的品牌知名度。。

黄河楼楼内陈展黄河楼楼内陈展11到到1111层分别为时代黄河层分别为时代黄河、、临时展区临时展区、、艺术黄河艺术黄河、、
幸福黄河幸福黄河、、生态黄河生态黄河、、滨河茶轩滨河茶轩、、安澜黄河安澜黄河、、历史黄河历史黄河、、智者智城智者智城、、溯源溯源
黄河黄河、、全景黄河等全景黄河等，，对滨州黄河流域历史对滨州黄河流域历史、、地理地理、、人文以及民俗等进行人文以及民俗等进行
了生动展示了生动展示，，并通过互动模拟并通过互动模拟、、参与体验参与体验，，让游客身临其境般感受滨州让游客身临其境般感受滨州
深厚悠长的文化传承深厚悠长的文化传承。。

游客在廊道远眺黄河壮丽游客在廊道远眺黄河壮丽，，近观蒲湖秀美近观蒲湖秀美。。

万里黄河绕九曲万里黄河绕九曲 千古风情汇一楼千古风情汇一楼
滨州日报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滨州网记者 李默李默 李前军李前军

步入黄河楼步入黄河楼，，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以““黄河之水天黄河之水天
上来上来””为主题的背景墙为主题的背景墙。。

游客在取阅
文创产品。

黄河楼景区正式开放当晚黄河楼景区正式开放当晚，，举办大举办大
型实景演出型实景演出《《首出黄河首出黄河 咸宁滨州咸宁滨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