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2022年9月21日 星期三

主编 赵 波 美编 郑 燕 审读 沈寒冰 排版 曲 宏

要 闻

宗地编号

370283001021GB00810

370283001023GB00452

370283002012GB00918

370283110116GB01001

370283121130GB00506

370283121130GB00505

370283003101GB06073

土地位置

平度市东阁街道胜利路北侧、苏州路东

平度市东阁街道胜利路南侧、苏州路东

平度市李园街道红旗路北侧、泸州路西侧

平度市南村镇海鸣路南、海信路西

青岛新河生态化工科技产业基地海湾路东、萃水路北侧

青岛新河生态化工科技产业基地海湾路东、升水路南侧

平度市同和街道规划昆明路北侧、泸州路西侧

土地面积(㎡)

9392

5855

20553

14568

14626

1074

138040

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容积率
(不含地下建筑面积)

≥1.32且≤1.4

≥1.32且≤2.0

≥1.32且≤1.8

≥0.6且≤0.8

≥1.2

≥1.2

≥1.5

建筑密度

≤55%

≤60%

≤40%

≤45%

≥35%

≥35%

≥35%

绿地率

≥10%

≥10%

≥20%

≥8%

≤15%

≤15%

≤15%

土地用途

商业用地

商业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

商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规划建筑
面积(㎡)

13148

11710

36995

11654

—

—

—

出让年限
(年)

40

40

40

40

50

50

50

产业准入类别

—

—

—

—

石墨及碳素制
品制造

石墨及碳素制
品制造

产业用纺织制
成品制造

投资强度（万
元/亩）

—

—

—

—

≥300

≥300

≥300

拍卖起始价

3640元/㎡
（楼面地价）

2154元/㎡
（楼面地价）

1268元/㎡
（楼面地价）

973元/㎡
（楼面地价）

702万元
（起始总价）

52万元
（起始总价）

8683万元
（起始总价）

竞买保证金
(万元)

2400

1300

2350

570

702

52

5412

经平度市人民政府批准，平度市自然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拍卖方式出让以下7宗土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平度市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公告
平自然资告字〔2022〕12号

注：楼面地价是指单位建筑面积的土地价格，拍卖出让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总额为成交楼面地价与规划建筑
面积的乘积。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或公开出让文件约定禁止参加者外，均可申
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必须单独申请，且在“信用中国（山东
青岛）网站”的“信用公示”中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

非平度市注册登记竞得人，须于签订《成交确认书》之
日起按规定时间（内资企业30日内，外资企业60日内）在平
度市辖区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由新公司作为
开发主体进行开发经营。申请人需注册新公司的，在申请
书中应有明确表述。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通过青岛
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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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网上交易系统通过青岛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

服务系统（https://ggzy.qingdao.gov.cn/PortalQDManage）点
击“青岛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进入，按照
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平度
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文件》（以下简称：拍
卖出让文件）和《青岛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规
则》等资料。申请人可通过青岛市公共资源交易网进入网
上交易系统进行查询。

申请人可于 2022 年 9 月 22 日至 2022 年 10 月 10 日，登
录网上交易系统查询、下载本次拍卖出让文件及相关资料，
并按照拍卖出让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参加竞买。

五、申请人可于 2022 年 10 月 8 日 9：00 至 2022 年 10 月
10日16：00，（以网上交易系统服务器时间为准，下同），登录
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并交纳竞买保证金。交纳竞
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到账时间）为 2022 年 10 月 10 日 16

时。
申请人通过网上交易系统的审核并按规定及时足额交

纳竞买保证金后，在网上交易系统获得竞价权限。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出让拍卖会定于

2022年10月11日9：30在青岛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
统（https://ggzy.qingdao.gov.cn/PortalQDManage）点击“青岛
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进入“网上交易系
统”进行。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竞买人须持有数字证书（CA），方可登录网上交易

系统，申请参加网上拍卖出让活动。竞买人须携带有效证
件等相关资料到数字证书认证中心窗口，申请办理数字证
书（CA）。数字证书（CA）的办理程序和申请资料要求详见
网上交易系统《数字证书（CA）的办理指南》。

（二）拍卖出让活动不接受除通过网上交易系统提出

竞买申请以外（如电话、邮寄、书面、口头等）其他形式的
申请。

（三）竞买人可根据需要，自行现场踏勘出让地块。
（四）本次拍卖出让公告内容如有变化，出让人将在《青

岛日报》等相关媒体发布补充公告，届时以补充公告为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平度市民服务中心（北京路 379 号 8 号楼）

331室
联系电话：0532-88300507
联系人：胡乃兵、叶帅
数字证书（CA）平度市受理点：平度市民服务中心（北

京路379号2号楼）
数字证书（CA）联系电话：18866625197

平度市自然资源局
2022年9月21日

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青岛市崂山区城市管理局

通 告
因供热一次网工程施工需要，自2022年9月25日至2022

年10月31日占用深圳路(株洲路-科苑纬二路)路段部分车行
道及人行道。

施工路区域设置相应的交通设施，现场设置安全员，施工
机械及物料不得在施工区域以外堆放，避免噪音扰民。

途经施工路段车辆、行人请按照现场交通信号指示，安全
通行。

特此通告

2022年9月19日

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青岛市崂山区城市管理局

通 告
因供热一次网工程施工需要，自2022年9月25日至2022

年10月31日占用高昌路（株洲路-科苑纬四路）路段部分车

行道及人行道。

施工路区域设置相应的交通设施，现场设置安全员，施

工机械及物料不得在施工区域以外堆放，避免噪音扰民。

途经施工路段车辆、行人请按照现场交通信号指示，安

全通行。

特此通告

2022年9月19日

“民生在线”下期预告
网谈时间：9月21日（周三）下午2：30-4：00
网谈单位：城阳区人民政府

2022年 8月 22日至 8月 26日，青岛市水务管
理局对我市七区三市城市供水水质进行了抽检，
现将抽检结果公报如下：

本次共抽检 11个水厂出厂水水样和 37个管
网水水样。所有受检出厂水的9项常规指标和管
网水的 7 项常规指标全部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GB5749-2006），市内三区出厂水和管网水
受检水样合格率均为100%；其他市区出厂水合格
率100%，管网水合格率99.9%。

请 登 录 青 岛 政 务 网（http：//www.qingdao.
gov.cn/）、市水务管理局网站（http：//swglj.qingd-
ao.gov.cn/）查阅。

青岛城市供水水质公报
（2022年9月20日发布）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王 凯
本报9月20日讯 日前发布的《2021乡镇综

合竞争力报告》，评选出2021年中国百强镇榜单，
西海岸新区泊里镇位列91位，成为青岛唯一入选
乡镇。

据悉，该报告由竞争力智库、中国发展改革
报社和北京中新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机构联
合发布，从多方面对全国乡镇综合竞争力进行评
价。根据报告，2021 中国百强镇在东部地区最
为集中，其中江苏省最多，共有 41 个乡镇入选；
山东省与浙江省分别占据 9 席，排在江苏省、广
东省之后。

作为青岛唯一省级新生小城市和行政管理体
制改革双试点镇，近年来泊里镇强化“双招双引”、
推动项目建设，经济规模、经济活力等各项指标
稳步提升，先后获评“中国区域十佳最具投资营商
环境镇”“全国新型城镇化示范镇”等荣誉。

作为董家口港产城融合发展的主阵地，泊里
镇高效保障国橡中心、金能科技二期等重点项目
落地，深度融入“一区两镇”一体化发展格局。据
悉，泊里镇市场主体数量近14000家，2021年城镇
居民人均收入达到5.4万元，高出青岛市平均水平
0.28万元。今年1至7月，泊里镇实现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10 亿元，同比增长 27%；全域工业生产总
值 321.4 亿元，同比增长 29%；货物进出口完成
23.7亿美元，同比增长26%；实现服务保障内资项
目到账64.6亿元、外资项目到账3222万美元。

据了解，泊里镇高标准打造产业振兴集聚区，
入驻新能源、新材料和环保科技等项目17个，累计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亿元；加大民营企业培育力
度，民营经济发展规模不断壮大，已有高新技术、专
精特新企业40家。今年以来，泊里镇总投资7.95亿
元的港航博物馆等4个重点项目已全部开工建设，
总投资30亿元的青岛美锦氢燃料电池商用车零部
件生产项目预计年底前具备试生产条件。

泊里入选2021年
中国百强镇榜单

走进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各条生产线快速运转，工人们佩戴口罩在
岗位上熟练操作。

在即发华和店集针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
300多名工人佩戴口罩站在各自岗位上。

全程佩戴口罩，提前打开核酸检测小程序，在
短短两小时内，青岛雪达集团有限公司近1500名
企业员工全部完成核酸采样。

……
目前，即墨区疫情防控形势总体可控、持续向

好，企业正陆续复工复产。
位于即墨金口镇的即发华和店集针织有限公

司拥有员工500多人，为帮助企业顺利复工，金口
镇第一时间成立复工复产工作小组入驻企业，协

助企业做好复工前的员工信息摸排等工作。9月
18 日，华和公司开始陆续复工，目前已返厂员工
超过 300 人。复工以后，工作小组又继续督导企
业落实好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做好各项防范工作。

“公司 24 条生产线已经正常运转，达到疫情
之前90%的产能，订单已排到10月底。”即发华和
店集针织有限公司经理林艳艳说，“为加强疫情防
控，工人一进厂先扫‘健康码’，扫码后再量体温，
车间一天三次消杀，换风系统一天24小时通风。”

“辖区 39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无一家‘掉
队’，全部正常生产。”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即墨区
蓝村街道按照“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
安全”的要求，多措并举保障规模以上生产企业不
停工、不停产，及时将最新疫情形势和防控政策传

达到企业，建立重点人员台账，分类落实相应措
施，实现疫情期间规上企业全部安全稳定生产。

“我们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进行全员核酸
检测，员工们进入工厂前，要正确佩戴口罩，进行
信息登记、测温，并出示‘健康码’‘通行证’及 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石岩说。

严抓防疫的同时，蓝村街道主动上门服务，
积极对接区工信等部门，将最新青岛市疫情指
挥部交通出行政策推送给企业，为企业办理应
急保障通行证，保障原料供应和成品发货。“目
前，厂区的 6 辆货车均正常运送，打通生产的‘绿
色通道’，公司的订单并没有因疫情而受影响。”
石岩说。

“我们想组织员工去外面做核酸检测，又担
心排队时间太长，感谢政府将检测点设置在

‘家’门口。”青岛雪达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管
理部部长于瑞林说。本轮疫情发生后，蓝村街
道迅速派出企业服务专班，在用工量较大的企
业设置核酸检测点，采取闭环管理企业进行核
酸日检，减少企业员工流动风险。同时，充分利
用大数据平台，倒查企业员工的每日核酸检测
情况，及时发现员工未做核酸检测的情况，并及
时反馈到公司。

下一步，即墨区将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的前提下，有序组织企业复工复产，指导帮助企业
破解生产经营中出现的问题，为企业复工复产保
驾护航。

即墨：抓牢疫情防控，加快复工复产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王 涛 通讯员 孙静秋 徐 宁

9 月 20 日下午，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
长杨钊贤做客“民生在线”，围绕“生态环境保护
全面工作”主题，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

网谈中，杨钊贤表示，今年以来，市生态环境
局深入开展“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弘扬“严真
细实快”工作作风，统筹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推进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切实抓好中
央、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下决心解决好群
众关心的环境突出问题，全市环境质量得到持续
改善。

“今年以来，我们将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满足
市民环境诉求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出台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集中开展了
环境问题‘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努力解决好市民
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推动全市生态环境再上新
台阶。”杨钊贤介绍。

空气质量是大家最关心的话题，也是我市常
抓不懈的重点任务。市生态环境局重点突出源
头治理和减污降碳协同，强化细颗粒物和臭氧协
同控制，落实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调度推进机制，
开展道路环境颗粒物出租车走航，组织各区市全
面排查梳理大气污染源，出台了大气污染治理攻
坚“30条”，协同控制工业、城市扬尘、机动车船、
燃煤等方面的污染，空气质量越来越好，连续两
年稳定全面达到国家二级标准，截至目前，PM2.5
浓度达到 25微克/立方米，较大幅度优于二级标

准的35微克/立方米，今年已有228个优良天，比
去年同期增加了7天，是2013年国家实施新空气
质量标准以来最优水平，“青岛蓝”已成为常态。

水环境和土壤环境直接关系市民的菜篮子、
米袋子和水缸子，关系饮食和居住安全。市生态

环境局实施了水环境质量保障提升攻坚方案、水
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等，大力改善全市水
生态环境质量，14个国控断面水质均值全部达到
四类及以上，其中三类及以上的有9个，同比增加
1个；6个省控断面在全部达标的基础上，三类及

以上的优良水体数量，同比也增加了2个。
坚持立法先行，织密饮用水水源保护的“安

全网”，修订出台了新的《青岛市饮用水水源保护
条例》，条例已于2022年1月正式实施，全市16处
城镇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稳定
保持 100％。土壤环境保持安全稳定，受污染耕
地安全利用率和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了100%。

今年市生态环境局开展环境问题“百日攻
坚”专项行动，解决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收
到良好效果。

杨钊贤在网谈中介绍，集中开展环境问题“百
日攻坚”专项行动，这也是落实“作风能力提升年”
活动的重要内容。从今年5月到8月底，在全市生
态环境系统集中开展“百日攻坚”专项行动，重点
针对今年以来信访举报、省督察热线、明察暗访等
发现的生态环境领域的顽瘴痼疾，确定了大气、
水、噪声、固体废物、环境影响评价等五个主攻方
向，下决心解决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目前，
专项行动累计梳理80件问题，已解决76件。

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杨钊贤做客民生在线，回应网友关心的热点问题

今年已有228个优良天，“青岛蓝”成常态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吴 帅

■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杨钊贤（左）做客“民生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