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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孙文杰 通讯员 巴秀成 邢静 报
道）“小麦条锈病发生在叶片上，
夏孢子堆橘黄色，呈条状、虚线
状，造成叶片干枯，影响灌浆
……”近期，博兴县各镇街村民
在每天固定时间都能听到通过
应急广播播放的小麦条锈病识
别和防治技术。

为加强小麦条锈病科普宣传，
该县农业农村局联系县委政法委、
县融媒体中心录制了小麦条锈病
防控知识和技术音频，利用应急广

播系统，每天早晨7点40分、中午
11点50分、下午5点20分，在全
县12个镇街、429个村居、800多
个点位的2446只应急广播中准时
循环播放。同时，该县还在各村张
贴小麦条锈病田间识别和防治技
术彩图，让农户能够直观简易地掌
握相关技术。

今年，博兴县共种植冬小麦面
积54.64万亩，除2个乡镇有养殖
区不能进行飞防作业外，全县将开
展“一喷三防”统防统治飞防作业
48万亩，预计5月20日完成。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孙文
杰 通讯员 郭庆昌 万菲菲 报道）近
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
厅联合下发《关于公布2022年农业
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创建名单的通
知》，我市惠民县淄角镇成功入选
2022年农业产业强镇示范建设项
目名单（全省11个），获得中央财政
支持资金1000万元。

近年来，淄角镇围绕“黄瓜之
乡、低碳小镇”发展思路，不断发展
壮大特色黄瓜产业，全镇黄瓜设施
种植面积达到1.65万亩、产量6.5万
吨，全产业链产值9.8亿元，从事黄
瓜种植农户约6000人。该镇大力
推进黄瓜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建
设，实行产前、产中、产后一条龙服
务，按照“一控两减三基本”发展要
求，不断推动黄瓜产业绿色发展，目
前已规范培育黄瓜产业相关专业合
作社44家。

入选2022年农业产业强镇示

范建设项目名单后，淄角镇将根据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关于统筹做好2022年农业产业融
合发展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精神，

围绕黄瓜产业提档升级，按照“缺什
么补什么”原则，建设乡村振兴示范
基地鸟巢科研中心、黄瓜产业链延
伸示范、淄角黄瓜交易中心改造升

级、高标准黄瓜智能温室示范推广
四大项目，进一步优化提升黄瓜产
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全面
推进黄瓜产业园区化、融合化、品牌
化、科技化、绿色化“五化并进”。

到2023年，淄角镇黄瓜产业集
群发展水平将显著提高，黄瓜标准
化种植面积达到1.73万亩，年产优
质黄瓜8.1万吨，黄瓜种植产值2.9
亿元，加工产值7.3亿元，黄瓜产业
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达到
2.52：1；全镇主导产业全产业链产
值达到12.4亿元，实现10亿元级农
业产业强镇建设目标，打造农业高
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
足的乡村振兴“淄角样板”。

据了解，截至目前，我市沾化区
下洼镇（冬枣）、冯家镇（对虾），无棣
县西小王镇（棉花），阳信县温店镇
（肉牛）和惠民县淄角镇（黄瓜）获得
农业产业强镇示范建设项目中央财
政支持资金共计5000万元。

淄角入选国家级
农业产业强镇示范建设项目名单

将获中央财政支持资金1000万元

联系电话：3186726 18563092198(微信同步)遗失声明
滨州中裕食品有限公司丢失工会经费收入

专用收据拾张，票据号码：(1900839181-
1900839190),声明作废。

陈萍丢失滨城区教育局于2003年09月
25日签发的教师资格证书（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任教学科:体育）,编号20033713131000227，
声明作废。

滨州市网吧行业协会银行开户许可证正本
丢失，核准号：J4660002280801,特此声明。

山东省金盛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鲁
MJR51挂（黄牌）车辆道路运输证丢失，证号:
371602303650,声明作废。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2年5月24日上午10点通过中
拍平台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废旧物资一宗：包含旧办公家
具、橱子等集体实物以现场看样为
准。参考价3030元，竞买保证金1
万元。

车辆一台：该车辆无手续，具
体实物详情个以现场看样为准，参
考价3500元，竞买保证金1万元。

有意竞买者请于公告之日起
至2022年5月23日17时前将规定

数额的竞买保证金存入以下账户
（户名：山东金谷拍卖有限公司，开
户行：邮储银行邹平市支行，账号：
937008010047558894）以到账为
准，并于2022年5月23日17时前
持有效身份证件及汇款凭证到我
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不成交保
证金无息退回）。

展示及报名时间：公告之日至
2022年5月23日16:00

中 拍 平 台 网 址 ：http：//
paimai.caa123.org.cn

联系电话：
15020580513 刘经理

山东金谷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6日

山东金谷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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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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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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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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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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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X017、2022-X018地块：2022年6月7

日8时30分至2022年6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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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

编号

2022-X017

2022-X018

2022-X017、2022-X018地块：两宗地作为一个标的挂牌出让，挂牌起始价和竞买保证金为19471万元。该地块按规划应配建5个班、150个学位的幼儿园，竞得者须按应配建规模出资1110.75万元与周边小区

联合配建幼儿园。竞得者须严格按照《长江五路以北、新立河东路以东地块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条件意见书》（滨区建函字〔2021〕25号）要求，完成社区工作服务用房、物业服务用房、养老服务用房、充电桩等公建

配套设施的配建和移交，配套设施的具体位置和规模须在规划设计方案中予以明确。另外，装配式建筑面积占该项目地上总建筑面积的比例不低于30%。

不动产单元号

371602015046

GB00010

371602015046

GB00011

土地

位置

长江五路以北、新立

河东路以东

长江五路以北、新立

河东路以东

出让面积

（平方米）

55412

941

土地用途

住宅、商服（商服占

比不小于10%）

住宅、商服（商服占

比不小于10%）

出让

年限

70

40

70

40

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容积率

不大于2.0且不

小于1.5

不大于2.0且不

小于1.5

建筑密度

不大于25%

不大于25%

绿地率

不小于35%

不小于35%

增价幅度

（万元）

100

起始价

（万元）

19145

326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9145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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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号

近日，农业农村部召开2022年
全国扩大农业农村有效投资工作会
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刻把握农
业农村投资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
压实主体责任，明确工作措施，加大
投资力度，加快推动各项重点任务
落实落地。

会议指出，2021年各级农业农
村部门围绕重点工作任务，加强统

筹谋划，推进项目整合，持续扩大农
业农村有效投资，各项工作取得积
极成效，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
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会议强调，做好2022年农业农
村投资工作，守好守牢三农基本盘
和战略后院，意义十分重大。要着
眼稳粮食扩油料、落实大食物观要
求、推进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应
对投资增速下行压力加大等新形势

新任务，因时而动、识变应变、主动
作为，努力开拓农业农村投资新局
面。

会议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
要深入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围绕“四
稳四提”工作布局，扎实抓好今年农
业农村投资各项重点工作。要狠抓
资金执行进度，确保最急需、最紧迫
的项目资金及时精准兑付到农户手
中。要细化项目实施方案，扎实做

好前期工作，确保资金一到位，就可
以马上开工建设。要贯彻落实好社
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指引，创新拓
展投融资方式和渠道，有效促进金
融活水持续流入三农。要不断加强
绩效管理和投资监管，确保项目资
金规范高效安全使用，发挥出资金
的最大效能。

（来源：农业农村部网站）

农业农村部部署
2022年扩大农业农村有效投资工作

博兴利用应急广播每日定时
播放小麦条锈病防控知识
预计统防统治飞防作业5月20日完成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孙
文杰 报道）5月 12日，市农业农
村局执法人员在博兴县畜牧兽医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配合下，在
博兴县一物流园区内查处一无证
生产经营兽药公司，现场查获无
证生产兽药共380 盒（瓶）、生产
用原材料 11 包（袋）、包材 300
瓶。执法人员对上述物品进行了
查封扣押，当事人对无证生产经
营兽药行为供认不讳，案件正在
进一步处理中。

目前，市农业农村局正在开展
春季农资市场专项检查，全市已检
查生产经营单位570家，查办违法
案件3起。下一步，该局将开展专
项行动，重点对饲料、兽药生产、经
营和牛羊养殖环节饲料兽药规范，
农药、肥料、种子生产经营行为及
农业机械开展执法检查，加大查处
力度，发现一起、曝光一起、查处一
起，坚决做到零容忍，净化农资市
场，确保农产品生产安全，助力乡
村振兴。

滨州春季农资市场专项检查
查办违法案件3起

《临池产业园（一区）规划环境影响
报告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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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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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zouping.gov.cn/

art/2022/4/28/art_231675_10508714.
html?xxgkhid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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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平市临池镇

人民政府传达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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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平市临池镇人民政府
地 址：邹平市临池镇驻地
联 系 人：李昌飞
联系电话：15905434878
E-mail：lczhbs@163.com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主要是规划临

池产业园（一区）规划评价范围内居民及
周边企事业单位、个人。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zouping.gov.cn/
art/2022/4/28/art_231675_10508715.
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

或者去建设单位公司填写公众意见表等
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
表等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本次公告开始日起10个工作日

内。
邹平市临池镇人民政府
2022年4月27日

临池产业园（一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众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