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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看，这里有能发光的大老
虎，我要和这两个老虎灯合个影！”
1月28日晚，在市城区黄河八路渤
海十八路东北角的亮化节点区域，
几个小朋友正围着动物造型的灯光
雕塑看个不停，争着和这些栩栩如
生的“老虎”“熊猫”“长颈鹿”拍照

“打卡”。
“我们是特意来这边看灯的，这

些灯不光色彩多样，造型更是别致，
都太有创意了！”带着两个儿子来看
灯的市民潘雪立说，最近她有不少
朋友都在微信朋友圈里晒出了市城
区夜景亮化的照片，看着一条条街
道被璀璨灯光映衬得流光溢彩，一
处处节点被亮化小品烘托得喜庆浪
漫，她在家“坐不住了”，就带着孩子
到这些“网红”亮化区域一一拍照

“打卡”。潘雪立说：“这些亮化设施
一亮，感觉年味就浓了，年也更近
了！”

在市城区黄河八路、黄河五路、
黄河二路等重点亮化道路和中海公
园、中海天地桥、情人岛、新滨公园
等重要亮化节点，每晚都有不少市
民像潘雪立一样专程赶去赏灯拍
照。璀璨灯光不仅点亮了城区夜
景，更营造出了喜庆、祥和的节日氛
围。

记者了解到，市主城区2022年
春节亮化工程坚持“突出重点、体现
特色、绿色节俭、保证安全”的原则，
以“一路一特色、节点分层次、花灯
闹新春”为构思，以市主城区主要道
路和公园为重点，打造了丰富多彩
且具有滨州地域风格的节庆夜景景
观。

在市城区黄河八路、黄河五路、
黄河二路、渤海十八路、渤海十五路
等重要亮化道路，黄色、蓝色、绿色、
紫色等多彩的灯串缠绕勾勒出行道
树的轮廓，树上还点缀着雪花、灯
笼、流星雨、五角星等灯饰挂件，各
色灯光流动闪烁。中海天地桥、情
人岛等亮化节点悬挂了灯笼，火红
的色彩营造出浓浓的年味儿。新滨
公园西门是“福气满满”主题亮化，
两只“小虎滨滨”亮化造型双手抱
拳，恭祝全市人民新春快乐。黄河
八路渤海十八路东北角设置了“花
开富贵”主题亮化，灯笼、花篮、福字
等亮化造型喜庆吉祥；往北走是“儿

童乐园”主题亮化区域，园路入口的
“凯旋门”亮化小品以及气球、蝴蝶、
老虎、长颈鹿等亮化雕塑栩栩如生，
深受小朋友们喜欢。中海公园南门
是“幸福门”亮化造型，两边各有8

个镂空剪纸造型的红色灯柱，顶部
悬挂了各色灯串和蝴蝶、雨伞、灯笼
等各种灯饰挂件，烘托出了幸福吉
祥的氛围。

新春佳节将至，在响应“就地过

年、非必要不远行”的疫情防控号召
下，快携家人来一场滨州城区“夜
游”，在观赏市城区璀璨花灯、霓虹
闪烁中，感受浓浓年味，过一个五彩
斑斓的平安年吧。

新春 基层走走
花灯璀璨闹新春 流光溢彩年味浓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任斐 王健 李前军 通讯员 尹树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原国土资源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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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滨州市人民政府批准，滨州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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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滨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滨自然资规告字[202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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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pt.

bzggzyj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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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服务窗口申请办理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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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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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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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K109至2021-K112地块：2022年2月

20日8时30分至2022年3月2日9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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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女士

数字证书办理电话：0543-3165535

联系人：李女士

2022年1月30日

编号

2021-K109

2021-K110

2021-K111

2021-K112

2021-K109至2021-K112地块：四宗地作为一个标的挂牌出让，挂牌起始价和竞买保证金为311万元。固定资产投资强度≥245万元/亩，亩均税收≥24万元/亩，单位能耗GDP增加值≥0.13万元/吨标煤，单

位排放增加值≥96万元/吨。

不动产单元号

371602111007

GB00028

371602111007

GB00026

371602111007

GB00027

371602111010

GB00023

土地位置

黄河六路以北、长深

高速路以西

黄河六路以北、长深

高速路以西

黄河六路以北、长深

高速路以西

黄河六路以北、长深

高速路以西

出让面积

（平方米）

1883

7081

635

889

土地用途

工业

工业

工业

工业

出让年限

50

50

50

50

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容积率

不小于1.2

不小于1.2

不小于1.2

不小于1.2

建筑密度

不小于30%

不小于30%

不小于30%

不小于30%

绿地率

不大于15%

不大于15%

不大于15%

不大于15%

增价幅度

（万元）

5

起始价

（万元）

56

209

19

27

竞买保证金

（万元）

56

209

19

27

近日，阳信县第一实验学校
“巧手创意”手工社团的学生用
旧纸张、塑料瓶等废旧材料，制
作了多顶萌萌的虎头帽，喜迎农
历虎年春节。

今年春节是落实“双减”政策

的第一个春节，该县教体局体卫艺
办号召全县中小学和幼儿园用手
工、剪纸、书画等艺术形式表达对
新春的祝福，让孩子们快乐加倍，
过一个文化年。（滨州日报/滨州
网通讯员 林世军 张军霞 摄影）

制作虎头帽环保迎新年

28. 物资捐赠如何防范风
险？

答：无论捐赠方还是受赠
方，都应遵守规范要求。《条例》
第30条规定，捐赠人捐赠的实
物应当具有使用价值，符合安

全、卫生、环保等标准；捐赠人捐
赠本企业产品的，应当依法承担
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慈善组
织接受企业捐赠其产品，应当要
求提供产品质量认证证明或者
产品合格证。

《山东省慈善条例》60问 (十五)

无棣县第四实验小学：

努力办一所
让孩子喜欢的学校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向春 通讯员 门连进 报道）近
年来，无棣县第四实验小学坚持
党建引领，不断加强领导班子和
领导作风建设，努力践行无棣县
教体局“品牌强力”工作理念，全
力打造第四实验小学教育品牌。

强化师德师风建设。学校
党支部倡导广大党员、教师争做
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
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新时代

“四有”好教师；做到守规矩、有
底线、存敬畏、提高自律能力；切
实确立服务意识，围绕“学生喜
欢学校”这一中心，围绕提高教
育教学质量这一核心，塑造忠
诚、创新、实干、清廉、服务、奉献
的教师新形象。

党建与业务一体化。无棣
县第四实验小学自启用以来，坚
持从建设孩子们喜欢的优质思

政教师队伍、思政课堂、思政课
程入手，把种子教师、骨干教师、
年轻教师进行组合，打造思政

“学科微共体”、思政“备课微共
体”等。以“微共体”作为党小组
基本单位参与课堂观摩、研讨活
动，努力构建高效课堂，全面落
实党建与业务一体化机制。不
到三年时间，学校从建校初的8
个班352名学生发展到36个班
1856名学生，先后获得“滨州市
依法治校示范校”“教学工作先
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下一步，无棣县第四实验小
学党支部将紧紧围绕无棣县教
体局“14565”工作思路，坚持党
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努力实
现工作有理念、干部有担当、教
师有成就、学生有优绩、社会有
满意的奋进目标，努力办一所让
孩子喜欢的学校。

带着孩子到这些“网红”亮化区域拍
照“打卡”。

两只“小虎滨滨”亮化造型双手抱拳，恭祝全市人民新春快乐。

璀璨灯光不仅点亮了城区夜景，更营造出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