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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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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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西陈、峪夼安置区市政配套工程施工需要，自 2022年 5

月 25日至 2022年 9月 25日占用东八路(松岭路-滨河西路)路
段部分车行道及人行道。现因施工区域管线分布复杂、暗渠施

工难度大，工期延长至 2022年 12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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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警支队李沧大队
青岛市李沧区城市管理局

通 告
因青岛地铁 2号线二期工程合川路站主体占路施工；金水

路（合川路至永川路段）北侧车行道，施工时间为 2022年 9月

23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占六还四道路变

窄，途经车辆请按交通提示标志，减速慢行，避免争道抢行。

特此通告

2022年9月19日

交警支队市北大队
青岛市市北区城市管理局

通 告
因地铁 5 号线湖岛站管迁施工，自 2022 年 9 月 23 日至

2022年 10月 23日，瑞昌路（瑞安支路东侧）占用部分车行道、

人行道进行夜间（22 时至次日 5 时）封闭施工。施工单位在施

工路段前后设置交通警示标志，现场设置安全员，途经施工路

段行人、车辆安全通过，规范施工，避免噪音扰民。

特此通告

2022年9月19日

施工公告
自 2022 年 8 月 31 日至 2022 年 11 月 15 日，龙青高速公路

青岛段(K78+550-K158+600)上、下行主线部分路缘石维修更

换工程施工。施工作业临时占用超车道和应急车道，请通过

车辆按照交通指示标牌通行。

特此公告

青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青平高速公路大队

青岛交发高速公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龙青高速分公司

2022年8月31日

青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李沧大队
青岛市李沧区城市建设管理局

通 告
因永安路供热管道原管位、原管径改造更新工程施工需

要，永安路(桑园路至永平路段)占用道路施工。施工时间为

2022 年 9 月 24 日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施工期间道路变窄，

途经施工路段车辆请减速慢行，确保安全通过。

特此通告

2022年9月19日

交警支队市北大队
青岛市市北区城市管理局

通 告
因道路修复施工需要，自 2022年 9月 24日至 2022年 10月

15日，德兴路（重庆南路至怀远路）占用部分车行道避开早晚

高峰进行分段全天封闭施工，其中路口区域进行夜间分段施

工（22 时至次日 5 时）。施工单位在施工路段前后设置交通警

示标志，现场设置安全员，途经施工路段行人、车辆安全通过，

规范施工，避免噪音扰民。

特此通告

2022年9月20日

交警支队市北大队
青岛市市北区城市管理局

通 告
因热力管网升级改造施工需要，自 2022年 9月 23日至

2022 年 11 月 9 日，辽阳西路南京路路口、辽阳西路绍兴路路

口、辽阳西路吴兴路路口占用部分车行道进行夜间(22时至次

日 5时)封闭施工。施工单位在施工路段前后设置交通警示标

志，现场设置安全员，途经施工路段行人、车辆安全通过，规范

施工，避免噪音扰民。

特此通告

2022年9月19日

交警支队市北大队
青岛市市北区城市管理局

通 告
因供热管道升级改造施工需要，自 2022 年 9 月 24 日至

2022年 10月 15日，洛阳路(鲁阳路至周口路东侧)占用部分车

行道、人行道避开早晚高峰进行全天分段封闭施工，其中过路

管线进行夜间分段施工(22时至次日 5时)。施工单位在施工路

段前后设置交通警示标志，现场设置安全员，途经施工路段行

人、车辆安全通过，规范施工，避免噪音扰民。

特此通告

2022年9月20日

房屋转移登记催办通知
青岛鹏利南华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2年9月19日，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政府金家岭街道办
事处代你公司申请办理了鹏利南华商业广场项目中2、3、4号
楼房屋首次登记。为协助购房人完成不动产权证书办理，请
你公司履行以下义务：

一、收到本通知之日起 5 日内向购房人提供加盖你公司
公章的《不动产登记申请书》，并为购房人开具发票。

二、收到本通知之日起 5 日内向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政府
金家岭街道办事处支付代你公司垫付的房屋结构安全鉴定、
房产测绘、房屋初始登记等费用。

三、按照崂山区税务部门前期要求办理相关税务事宜。
逾期未履行上述义务，视为你公司拒不配合。为保障购

房人合法权益，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政府金家岭街道办事处将
代你公司配合申请办理鹏利南华商业广场项目2、3、4号楼符
合条件的房屋转移登记。

崂山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联系电话：0532-55557623
金家岭街道办事处联系电话：0532-88918161
特此通知

青岛市崂山区自然资源局
青岛市崂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政府金家岭街道办事处
2022年9月21日

沈海高速施工通告
2022 年 9 月 23 日-2022 年 9 月 30 日，因在建潍青中线高

速四处门架墩(K612+850、K613+350、K610+822 、K610+322)

施工需要，沈海高速(桩号：K612+300-K613+600、K609+800-

K611+100)双向快车道封闭，请过往车辆依照提示降速安全通

过，感谢您的配合。

青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同三高速公路大队

2022年9月21日

债权债务公告
青 岛 市 市 南 区 海 慧 潜 能 培 训 学 校（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370202MJD8771393），经我单位第四届 1次理事会会议表决同意，决定向登记
管理机关申请注销，并成立清算组，负责清算工作。请我单位的债权人于公告发
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清算组申请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请我单位的债务人
或财产持有人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清算组通讯地址：青岛市市南区
南京路 82-1，联系人：李老师，联系电话：15318722931。

青岛市市南区海慧潜能培训学校
2022年9月22日

2022年9月22日 星期四14 公 告

交警支队市南大队
青岛市市南区城市管理局

通 告
因青岛市地铁 5号线宁夏路站斜井桥墩注浆加固施工建

设需要，自 2022年 9月 25日至 2022年 11月 30日，占用宁夏路

（高田路-宁夏路）部分人行道和车行道半封闭施工。施工单位

应在施工路段前后设置交通警示标志，夜间设红灯警示，使用

护栏、围挡封闭，现场设置安全员，途经人员请谨慎安全通过，

规范施工，避免噪音扰民。

特此通告

2022年9月20日

交警支队市北大队
青岛市市北区城市管理局

通 告
因新建小区供热管道配套施工需要，自 2022年 9月 24日

至 2022 年 10月 15日，瑞安支路（瑞安路至颐和广场）、金华路

（金华支路路口）占用部分车行道、人行道避开早晚高峰进行

全天分段封闭施工，其中过路管线进行夜间分段施工（22时至

次日 5时）。施工单位在施工路段前后设置交通警示标志，现场

设置安全员，途经施工路段行人、车辆安全通过，规范施工，避

免噪音扰民。

特此通告

2022年9月20日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上马街道片区
CY1408单元地块控规调整进行社会公示的通告

为加强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在我市规划管理中的作用，提
高城市规划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青岛市
城乡规划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对上马街
道片区CY1408单元地块控规调整进行社会公示，欢迎社会各
界提出意见和建议。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公示项目基本情况：
1、建设单位：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政府
2、建设项目：上马街道片区CY1408单元地块控规调整
3、建设地点：城阳区龙翔路以西、河东路以南
4、公示阶段：控规调整
二、公示方式：城阳规划展览馆公示区（礼阳路109号）、青

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
三、公示时间：2022年9月25日——2022年10月24日
四、反馈方式：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城阳规

划展览馆公示区及现场意见箱
咨询电话：87765622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青岛自贸片区）关于
中德未来城D2组团55地块住宅项目批前公告

为加强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在我区规划管理中的作用，提高城市规划
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山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等法律
法规和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对中德未来城D2组团 55地块住宅项目进行
批前公告，以保证业主及周边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等，现将有关事项通
告如下：

一、公告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青岛海德荣置业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中德未来城D2组团 55地块住宅项目
建设地点：西海岸新区红石崖街道办事处生态园环 8号线二期北侧、

生态园 25号线南侧路/街生态园 40号线二期东侧、生态园 44号线二期西
侧

公告阶段：规划建筑方案及请照图批前公示
二、公告及投票地点：
公告地点：1、青岛国际经济合作区管委二楼马上办政务服务中心大厅

及项目现场围挡出入口处。2、中德生态园官方网站通知栏（https://www.
sgep.cn/index.htm）。

投票地点：中德生态园管委二楼马上办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如需咨询
可拨打咨询电话：建设单位 18353258335，中德生态园生态规划建设部
68977657。

三、现场公告时间：2022年 9月 24日至 2022年 9月 30日
2022年9月21日

经青岛市人民政府（崂山区）批准，青岛市崂山区自然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拍卖方式出让如下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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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指标要求

青岛市崂山区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公告
青崂自资告字〔2022〕6号

控规编号

LS0811-010-1

宗地位置

崂山区松岭路以西、九水东路以南

容积率

<3.0

土地用途

新型产业用地（M0）

土地面积（m2）

20854.9

规划建筑面积（m2）

62564.7

出让年限

50

保证金（万元）

5828

起始楼面地价（元/m2）

1863

楼面地价是指单位建筑面积的土地价格，土地拍卖成
交总价为拍卖成交楼面地价与规划建筑面积的乘积。出让
价款不含耕地开垦费、水土保持费、契税等费用，上述税费
依据相关政策规定另行缴纳。

拍卖出让地块实际规划设计指标以及空间范围以规划
部门批准的规划方案为准。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法人和其他组织，符合本出
让公告及《网上拍卖出让须知》要求的，均可申请参加。申
请人只可以单独申请，不允许联合申请（竞买申请人需具备
与七（二）条所述行业准入要求相匹配的资格）。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通过青岛
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https://ggzy.qingdao.gov.cn/
PortalQDManage/）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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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拍卖不设底价和最高限价，采用增价拍卖方式，按
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网上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除本网
上拍卖出让文件外，另见《青岛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交易规则》（竞买人操作指南）等资料。

有意竞买者可于2022年9月23日至2022年10月11日，
通过青岛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登录网上交易系

统查询、下载本次网上拍卖出让文件及附件、竞买人操作指
南等，以获取网上拍卖出让相关资料。

五、有意竞买者可于 2022年 9月 30日 9时至 2022年 10
月11日16时（以网上交易系统服务器时间为准，下同）通过
青岛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按
照本拍卖出让文件要求提交竞买申请并缴纳竞买保证金，
提交申请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10 月 11 日 16 时，缴纳竞买保
证金的截止时间（到账时间）为2022年10月11日16时。

竞买人通过网上交易系统审核并按时足额缴纳竞买保
证金后，应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查看竞买保证金到账情况，并
领取竞买号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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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定于 2022年 10
月12日上午10:00举行，竞买人可通过青岛市公共资源交易
电子服务系统登录网上交易系统参与竞买。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该宗地应与东侧毗邻的 LS0811-010-2 宗地统一

设计，两宗地平均容积率不超过 2.7（以批准的规划方案为
准）。区内道路、出入口、绿地及配套设施应统一规划，共享
使用。

（二）出让宗地“标准地”指标要求：
1.根据崂山区产业布局，拟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产业类型为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9年本）》鼓励类第十三条“医药”中第 1项、第 2项、第 3
项、第 5项；第三十一条“科技服务业”中第 10项（详见网上
交易系统下载件《青岛市崂山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明确控
规LS0811-10-1号宗地“标准地”指标的复函》）。

2.该宗地项目投资强度不低于1600万元／亩，亩均年产
值不低于1600万元／亩，亩均年税收不低于180万元／亩。

（三）“标准地”指标、环保要求、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
绿色建材、智慧建造等要求按崂山区发展和改革局、青岛市
生态环境局崂山分局、崂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部门批
复文件执行（见网上交易系统下载件）。

（四）竞得人须在竞得土地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与崂山
区招商投资促进中心签订产业项目履约监管协议。崂山区
招商投资促进中心联系人：田女士，联系电话：88998918、
18300266260。

（五）竞得人若非崂山区工商注册企业，须在竞得土地
之日起30日内将公司注册至崂山区或在崂山区成立独立法
人资格的全资子公司，并由其作为主体开发建设。

（六）竞得人在进行工程施工招标时，不得限制崂山区
企业组成联合体参加招标,施工中标方若非崂山区工商注册
独立法人企业，鼓励企业在中标后将企业迁入崂山区或在

崂山区成立独立法人资格的全资子公司,支持大型施工企业
集团投标并迁入崂山区。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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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证书（CA）的办理
程序和要求详见网上交易系统《数字证书申请指南》。

（八）出让人不组织踏勘现场，申请人可根据需要自行
踏勘出让地块。

（九）本次拍卖出让活动只接受网上竞买申请，不接受其
他形式的申请；申请人应熟知本拍卖出让公告及《网上拍卖
出让须知》等文件，并严格按照上述文件及有关规定执行。

（十）本次拍卖出让公告内容如有变化，出让人将按规
定在《青岛日报》等媒体发布补充公告，届时以补充公告为
准。

八、联系方式
出 让 人：青岛市崂山区自然资源局
联系电话：0532—88977929、88977129
数 字 证 书（CA）咨 询 电 话 ：400- 626- 7188、0532-

85938170，地址（之一）：青岛市福州南路17号市民中心4楼
CA窗口。

青岛市崂山区自然资源局
2022年9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