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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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无棣县人民政府批准，无棣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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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挂牌部分地块涉及违法用地，已经违法

处理到位，涉及地上附着物处置情况建议拍前咨询

无棣县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

2.挂牌成交价即为该幅地块的出让金总价款，

不含契税和耕地开垦费，契税和耕地开垦费需单独

缴纳，建议拍前咨询无棣县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

3.本公告中用途为工业用地的地块全部以“标

准地”模式出让，工业项目土地投资强度等指标具

体要求应符合《滨州市“标准地”控制性指标》、《山

东省建设用地控制标准》（2019年版）及标准地有

关要求。

二、竞买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其他组织和个

人（法律另有规定者及已购买无棣县土地而未按合

同约定交清土地出让金或未按合同约定开发的除

外）均可参与竞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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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无棣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

wudi.bzggzyj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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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交易中心三楼或无棣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大厅

（丰泽大厦三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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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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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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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W106地块：2021年 12月 10日09时

00分至 2021年12月20日09时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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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市无棣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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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棣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电话：0543—5076517 联系人：卢先生

无棣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电话：0543—6781707 联系人：赵先生

数字证书办理

联系电话：0543—6781711 联系人：史女士

无棣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1月20日

地块编号

2021-W106

不动产单元号

371623105016

GB00008

土地位置

大济路以东、马

颊河以北

出让面积

(平方米)

62600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出让年限

(年)

50

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容积率

≥1.0（化工类

≥0.6）

建筑密度(﹪)

≥40%

绿地率(﹪)

≤15%

限高(米)

40

增价幅度

(万元)

1

起始价

(万元)

964

竞买保证金

(万元)

964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棣自然资规告字〔2021〕21号

近年来，滨州市技师学院秉持
开放式办学、融合性发展、高端化培
训的办学理念，立足“六个坚持”，以
产学研训协同融合，全面深化校企
合作，打造校企命运共同体。

坚持正确方向。2020年、2021
年，学院先后开展“校企合作深化
年”“产教融合攻坚年”活动，打造

“德育”“技能”两个硬核，深入推进
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
障机制改革，搭建学院高质量发展
平台，推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
业链、创新链”高效贯通，以更高起
点、更深层次、更大力度精准服务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学院累
计培养技术技能人才3.5万余名，学
生就业率均在98%以上，留滨率高
达95%。学院先后被评为山东省校
企一体化合作办学示范院校、山东
省产教融合示范单位、山东省安全
培训机构、滨州市新旧动能转换公
共实训基地、滨州市退役军人培训
基地、滨州市“职工(农民工)培训基
地”、滨州市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改革试点单位等称号。2019 年、
2020年，学院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综合考核和绩效考核中连续两年被
评为优秀等次。

坚持立体推进。滨州市技师学
院积极创新校企合作模式，拓宽校
企合作领域，深化校企合作层次，

“点线面”立体推进政、行、企、校四
方联动机制。“点上”精准突破，与重
点企业合作，每个专业紧密对接两
个以上企业，开展研讨交流、人才培
养、基地建设、员工能力提升培训等
合作。截至目前，共对接企业151

家，签订合作协议102家，实现了高
端铝、新型化工、粮食加工、家纺纺
织、厨具设备、金属板业、电子商务、
装备制造等滨州市域内重点行业全
覆盖。“线上”高效融合，与山东省职
工教育协会、山东省铝业协会、山东
省厨具协会等社会组织和相关职能
部门合作，共对接行业协会14个，
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和业务指导。“面
上”全面铺开，与全市4个开发区、1
个行政区（沾化区）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支持辖区内企业与学院深度合
作，并通过与省、市人社部门、教育
部门、市应急管理局等13个职能部
门对接，先行掌握政策，借助有力平
台，在沾化职业中专挂牌成立“滨州
市技师学院沾化分院”，合作领域进
一步拓展，合作层次进一步深入，合
作机制进一步完善。

坚持共建共享。学院依托校企
合作平台，遴选一批区域内口碑好、
实力强、设施先进的行业企业，探索
共建实习实训基地，为学生搭建有
效的技能提升平台。与山东宏创铝
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建成6500
平方米的校外实训基地，配备设备
12台、涉及工种13个，可同时容纳
60人实习；与京东合作，投资320余
万元，共建260平方米的校内实训
基地，可满足45人的教学、培训和实
战锻炼；与博兴县人民政府合作，成
立“博兴县化工实训基地”服务化工
企业员工开展批次培训，开启了学
院与化工行业企业合作的新篇章；
推行“把车间搬进校园，把教室搬进
车间”，在学院共建山东昊鑫电气科
技有限公司生产性实习车间，可容

纳60人生产实习。截至目前，学院
已建成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64个。
同时，学院推行“招工即招生、入企
即入校、企校双师联合培养”的新型
学徒制模式，合作17家企业，开设6
个专业，共计32个班级，累计2680
人。此外，学院注重校企师资共享，
开展能工巧匠进校园活动，聘请院
外能工巧匠40人走进课堂授课，做
实“双元育人”。

坚持融合发展。学院严格按照
“一区一策略、一协会一主题、一企
业一目标”的总体要求，找准合作的
着力点和突破点，准确发力，促进产
教融合走深走实。以学院立项的山
东省机械加工技术、机电技术应用
校企一体化合作办学示范院校和相
关企业为载体，持续推行校企一体
化办学，先后与山东宏创铝业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香驰控股有限公司
等企业开展校企一体化联合培养人
才合作，取得了扎实成效。迄今，每
年教师下厂实践达300人次；校企
修订完善人才培养方案4个、课程标
准20门；已成功组建35个班级，定
向“冠名班”培养技术技能人才1200
余人，实现了“入学即入岗、毕业即
就业”。

坚持服务区域。围绕产业办专
业，学院开设了机电技术应用、汽车
运用与维修、会计事务等 20个专
业，形成了以先进装备制造业、现代
服务业、新兴产业为特色的专业群
优势。近年来，学院累计培养1200
余名高端装备产业人才，400余名信
息技术类产业人才，600余名现代金
融、现代服务业人才。聚焦企业新

旧动能转化，打造培训高地。2020
全年，学院共完成3831人的培训任
务，争取资金240万余元。今年以
来，学院共完成2000余人的培训任
务。为强化劳模工匠引领作用，学
院专门成立了滨州工匠学院，积极
对接全市“十强”产业和企业发展需
求，打造全市技能人才培养的“金色
摇篮”。

坚持对外交流。合作交流是学
院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措施，是学院
深化校企合作的有效方式。学院积
极走出去，不断拓宽多元合作、深
化产教融合发展的战略宽度。目
前，学院已 2 次组织 16 人次到德
国、英国培训学习考察，聘请德国
职教联盟副主席马立克为客座教
授；举办了“齐鲁国际讲堂——德国
职业教育与高端铝产业人才培养”
研讨会，搭建起与德国职教联盟的
沟通交流平台；组织干部、教师赴
广东、福建、江苏等地学习先进办
学经验，与常州技师学院签订合作
协议；牵头成立山东省校企合作高
端铝专业委员会，举办全省优质企
业进校园活动，40余家院校及企业
参加。

发展永无止境，奋斗未有穷
期。下一步，滨州市技师学院将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紧紧围绕“双型”城市建
设，按照“12386”总体工作思路，实
施双轮驱动、聚焦内涵提升，持续深
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为现代化富
强滨州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滨州市技师学院：

立足“六个坚持”全面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高英民 王龙 郭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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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
讯员 张良信 报道）为进一步巩
固秋冬季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
保障幼儿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近日，沾化区古城镇中心幼儿园
开展了疫情防控主题教育活动。

活动中，老师们通过视频、

图片、示范等形式，对幼儿进行
了疫情防控方面的专题教育，教
孩子们正确佩戴口罩、科学洗手
等，引导幼儿掌握科学的日常防
护小知识，提高了幼儿的自我保
护意识和能力。

古城镇中心幼儿园
强化防疫知识教育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文璐 通讯员 樊学美 报道）近
日，滨州职业学院以学校管理过
程大数据为基础，通过智慧校园
统一身份认证，利用人脸识别技
术，自主设计研发出滨职校园

“一脸通”应用平台。
该平台实现了场景服务“零

距离”、数据统计“零误差”、异常
提醒“零耽搁”，有效解决了师生

工作学习出勤统计工作量大易
出错、防疫体温检测与外来人员
异常信息传递慢、图书借阅与校
园卡他人替代消费等问题。

下一步，学校继续将“人脸
识别”作为身份认证的主流方
式，继续加强数据资产管理，并
根据学校发展和人才培养需求
不断拓展场景应用，助推学校内
部管理更加科学化、精准化。

滨职自主研发“一脸通”平台
助力校园管理更精准

滨州日报/滨州网开发区讯
（通讯员 张美娟 刘晓静 报道）为
让青春期的女生更好地认识到
自己的成长变化，更好地处理来
自青春期的烦恼，日前，滨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中学特邀请
家长志愿者——全科大夫魏玲
走进课堂，为五、六年级的女生
带来一场与众不同的讲座。

魏玲从女生青春期的生理
变化、生理保健以及青春期的心
理变化三个方面，为同学们带来
了一场精彩的讲座，重点讲解了
青春期女生的生理保健知识，并
对青春期女生会遇到的小问题
进行了解答。

“家长进课堂”是开发区一
中推进家校共育的有效手段之
一。举办此次讲座，有助于提高
女生的自我认知，帮助她们有效
缓解青春期的紧张不安和好奇
心理，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以积
极健康的心态迎接未来。

开发区一中“女生课堂”开课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