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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石狮市人民政府批准，石狮市自然资源局决定公开挂牌出让2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及土地使用综合条件

地块规划控制指标按照有关规划文
件执行，详见本次挂牌出让文件。本次挂
牌工业地块出让后，要求项目一次性开发
建设，不得分期建设；受让宗地范围内不
得建造商业店面、成套住宅、专家楼、宾
馆、招待所和培训中心等非生产性设施。
项目应符合地块产业类型和土地使用条
件要求，符合环保产业政策、环境功能区
域和安全生产要求，申请人经营范围应符
合项目相应产业类型。其中2020S-22号
宗地投资强度应达200万元/亩及以上，不
得单独建设宿舍用房，制冷剂不得使用
氨。

二、竞买人范围和资格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

人或其他组织，除欠缴土地出让金、存在
未处理或未动工的闲置土地以及法律法
规另有规定外，符合竞买条件并按要求缴
交竞买保证金的，均可依照规定申请参加
竞买，只准单独申请。

三、挂牌方式及竞价办法
（一）采取在“福建省土地使用权出让

管理系统（网上交易模块）”挂牌的方式进
行。 竞买申请人登录“福建省自然资源
厅”（网址：http://zrzyt.fujian.gov.cn/）→
“福建省土地使用权出让管理系统（网上
交易模块）→新系统入口”（以下简称网上
交易系统）注册登记，提出竞买申请，经挂
牌人审查确认，获得登录网上交易系统的
竞买号和初始交易密码，在规定的期间内
登录网上交易系统进行网上报价和竞买
等。
（二）竞买人初次报价可等于或大于

挂牌起始价，之后每次报价必须比当前最
高报价递增一个加价幅度以上的价格（不
要求按加价幅度的整数倍报价）。挂牌出
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
挂牌地块不设底价（保留价）。

四、挂牌出让活动的时间
（一）竞买申请的报名时间：2020年8

月4日8时00分00秒至2020年9月1日

16时00分00秒。
（二）挂牌交易期限：2020年8月24日

8时00分00秒至2020年9月4日16时00
分00秒。
（三）网上交易系统接收、确认数据信

息的时间以系统服务器自动记录的时间
为准。

五、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交易只接受网上竞买申请，不接受其他形
式（如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及口头等）的
竞买申请。竞买申请人注册信息提交后，
视为对《网上交易规则》《网上交易服务协
议》《网上交易须知》等挂牌出让文件以及
宗地现状无异议，同意接受挂牌出让文件
的约束并承担相应的责任。申请人应于
2020年9月1日前登录到“网上交易系统”
本公告信息页面下载挂牌出让文件。申
请人也可于2020年8月4日至2020年9
月1日到石狮市土地收购储备发展中心
（石狮市公务大厦4楼415室）获取挂牌出
让文件。
（二）申请人在网上注册申请竞买宗

地时，自行在“网上交易系统”本公告信息
下“宗地信息—查看宗地相关文件”页面
下载格式文书，按要求填写后扫描上传挂
牌出让文件要求的申请文件，同时将申请
文件纸质材料报送石狮市土地收购储备
发展中心（石狮市公务大厦4楼415室），
提交给挂牌人进行审核确认。经审查，申
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
件的，我局将在2020年9月2日16：00时
前确认其竞买人资格，并通过网上交易系
统发放竞买号和初始交易密码。
（三）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20年9月1日11：00时（须到账），报名
竞买截止时间为2020年9月1日16：00
时。申请人缴交竞买保证金后（须到账）
应及时扫描上传银行缴款单。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不设底价（保留价），按照价高者得原

则确定竞得人。
（五）成交价款即该幅地块的总地价，

不包括契税、印花税、耕地占用税、森林植
被恢复费、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及小区
水、电工程、排污等建设应缴纳的费用。
以上各项税费由竞得人按规定向各相关
部门另行缴纳，其中耕地占用税和契税须
在土地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10日内向税
务部门申报缴交。
（六）竞得人自竞得之日起30日内应

缴交宗地挂牌成交价总额50%的地价款
（竞买保证金转为定金并抵作地价款），余
款自竞得之日起60日内全部付清。竞得
人未按约定时间支付成交价款的，自滞纳
之日起每日按欠缴款额的1‰加收滞纳
金。逾期付款超过60日仍未全部缴交的，
出让人有权解除《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取消竞得人资格，没收竞买保证
金，并追究其法律责任。
（七）本次挂牌出让地块按现状交地，

出让地块应在约定的建设期限内开工、竣
工。2020S-22号地块应自成交之日起6
个月内开工建设，2年内一次性竣工投
产。2020S-24号地块应自成交之日起1
年内开工建设，3年内一次性竣工。违约
的按本次出让文件有关约定处理，构成闲
置的，按《闲置土地处置办法》有关规定处
理，直至收回土地使用权。
（八）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的有关其他具体事项详见本次挂牌
出让文件，挂牌出让文件与本公告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
（九）我局对本《公告》有解释权。
（十）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石狮市公务大厦4楼415

室（市土地储备中心）
联系电话：0595—88712212
联 系 人：蔡先生、陈小姐

石狮市自然资源局
2020年8月3日

石狮市自然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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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

编号

2020S-22号

2020S-24号

土地

位置

海洋生物食品园

宝盖镇雪上村

宗地

面积

（平方米）

7981

46912

土地

用途

工矿仓储用地—工

业用地（水产品加工）

工矿仓储用地—工

业用地（食品制造业）

规划技术指标

容积率

1.2-3.0

1.2-3.0

建筑

密度

≥30%

≥30%

绿地率

10%-20%

10%-20%

出让

年限

（年）

50

50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81

580

起始价

（万元）

405

2900

增价

幅度

（万元）

5

10

（上接一版）无独有偶，刚刚领到积分入学凭证
的石狮市金顺和五金塑胶有限公司员工孙兴旺同

样兴奋不已，“石狮市新市民积分政策让我们这些

新市民感觉很温暖、很温馨。”孙兴旺告诉记者，今

年是他来石狮工作的第20个年头，2018年他成功获

得积分入住资格，拿到12万元购房补贴，这次女儿

也通过积分入学进入石光中学。“新市民积分政策

的出台和实施，让我们很有归属感和获得感，以后

一定要用更加出色的工作业绩服务企业、回报社

会。” （记者 周进文）

（上接一版）其他困难职
工指的是未达工会困难职工

建档条件但因子女教育支出

过大造成家庭困难的职工家

庭，包括：环卫、协警、保安、

园林、公交、殡葬、地矿、公

路、高铁、机场等苦脏累险岗位

的一线困难职工；各级道德模

范、最美（五星）志愿者、身边好

人、文明家庭、见义勇为个人等

困难职工；爱心团体、爱心人士

自愿结对助学的困难职工；

2017年1月1日后脱档的原全

总档案困难职工；在工会“双

万”专项帮扶行动中新发现的

低收入职工；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因下岗失业或收入

大幅减少造成困难的职工。

其中后三类为今年新增助学

对象。

困难职工家庭符合助学

条件的，由职工向其所在单

位工会申请，按所在单位工

会隶属关系向上逐级审核

申报到市总工会审批。今

年，市总工会将广泛倡导爱

心团体、爱心人士参与结对

助学帮扶，或设立专项助学

基金，拓展捐资助学渠道，

建立助学长效机制，并运用

各自信息渠道，积极推荐符

合条件的助学对象，努力扩

大金秋助学帮扶面。目前，

市总工会正紧锣密鼓地做

好前期宣传发动和调查摸

底工作。

（记者 庄玲娥 通讯员

林怡筠）

2020年金秋助学启动
最高一次性补助7200元

据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 8

月2日一早，“天问一号”传来最新

消息：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科研人员的

携手努力下，“天问一号”火星探

测器成功实施了地火转移轨道首

次中途修正。

为什么要进行中途修正？国

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深

空探测总体部部长耿言介绍，

在地火转移轨道飞行过程中，

探测器会受到入轨偏差、控制

精度偏差等因素影响。由于探

测器长时间处于无动力飞行，

微小的位置速度误差会逐渐累

积和放大。

因此，执行飞行任务时，科研

人员需要根据测控系统测定的探

测器实际飞行轨道与设计轨道之

间的偏差，完成对应的探测器姿

态和轨道控制，确保探测器始终

飞行在预定的轨道上。中途轨道

修正的关键在于修正时机的选择

以及每次修正的实施精度。

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探测器系

统环绕器技术副总负责人朱庆华

介绍：“现在很多汽车都具有车道

保持功能，如果车偏离了自己的

车道，就会自动修正方向，让车回

到原本的车道上来。火星探测器

的轨道修正与之类似，但不同的

是火星探测器要修正的不仅仅是

飞行方向，还有飞行速度等多个

变量。而在茫茫太空，探测器也

没有道路标线作为参照物，因此

难度很大。”

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了

解到，火星探测器首次中途轨道

修正任务由五院和八院密切配合

实施。此前，长征五号运载火箭

精准地将火星探测器送入预定轨

道，使得这次轨道控制的主要目

标不再是入轨精度修正。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探测器

上携带的由航天科技集团六院研

制的3000N轨控发动机是首次太

空点火工作，验证了发动机在轨

的实际性能。

航天科技集团六院型号总师

兰晓辉说：“3000N轨控发动机主

要承担着三项任务，一是太阳系

‘三环’转移到‘四环’过程中的姿

态修正，二是‘四环’上的‘刹车制

动’，三是火星附近的轨道调整。”

后续，“天问一号”探测器还

将经历深空机动和数次中途修

正，奔火飞行6个多月后抵达火星

附近，通过制动被火星引力捕获

进入环火轨道，开展着陆火星的

准备和科学探测等工作。

环球点击

阿联酋首座核电站
投入运营

据新华社迪拜8月1日电 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首座核电站巴拉卡核电站1日投入运营，这也

是阿拉伯世界首座核电站。

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迪拜酋长谢赫穆罕默

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在社交媒体上说：
“我们宣布阿联酋成功启动阿拉伯世界首个用于

和平目的的核反应堆。工作团队成功装填核燃

料、开展全面测试并完成启动。”他表示，巴拉卡

核电站的目标是以安全、可靠和零排放的方式满

足阿联酋四分之一的电力需求。

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
阿勒纳哈扬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祝贺：“我们自

豪地见证巴拉卡核电站以最高的国际安全标准

投入运营。”

阿联酋于2008年公布开发核能计划。巴拉

卡核电站位于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以西海滨地

区，于2012年动工，耗资244亿美元，共有4个反

应堆，总装机容量达到5600兆瓦。阿联酋核能监

管机构今年2月向巴拉卡核电站第一个核反应堆

发放运营执照。

“天问一号”成功实施首次中途修正

据新华社香港8月2日电
“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7名“先

遣队”队员2日下午抵达香港，他

们将协助开展实验室工作，协助

香港特区政府抗击疫情。

2日下午，香港中联办副主

任仇鸿和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

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食物及卫

生局局长陈肇始到“先遣队”住地

迎接，并和队员们进行了工作对

接。

曾国卫、陈肇始代表特区政

府欢迎“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的

7名“先遣队”队员。两位局长对

中央政府积极回应特区政府为应

对香港严峻疫情而提出的请求，

并迅速组成“内地核酸检测支援

队”支持特区抗疫表示感谢。特

区政府期待在中央政府支持下，

全城同心抗疫，尽快遏止严峻疫

情。

“先遣队”队长郭鹏豪说，“先

遣队”的主要任务是跟香港相关

部门对接，熟悉香港的检测场地、

设备以及流程等，为后续大规模

的核酸检测打下基础。相信有国

家作为坚强后盾，“内地核酸检测

支援队”一定能和香港市民一起，

战胜疫情，“我们对此充满信心”。

香港民建联、工联会和“全港

社区抗疫连线”的代表向“先遣

队”队员献花，感谢中央对香港的

关心关爱和内地同胞的大力支

援。

据了解，这支“内地核酸检测

支援队”由广东省卫健委从省内

20余家公立医院选派的约60名

临床检验技术人员组成。队长来

自广东省卫健委，曾担任广东省

支援武汉医疗队总指挥。这是首

批中央政府派出支持香港抗疫的

内地专业队伍。国家卫健委后续

将根据香港特区抗击疫情需要，

随时调集内地医疗资源给予更多

支持。

玉浦祖厝—上部部分工程施工采用公开招标方式

选择承包人。工程投资约1130万元。投标人须具备古

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二级或二级以上且总公司

注册地在泉州市行政区域。报名时间：2020年8月4日

至2020年8月10日（不含节假日）。地点：石狮市子芳路

472号豪富华房地产大厦七楼（永信公司）。

联系人：小董 联系电话：18759935585
石狮市宝盖镇玉浦村和谐社会促进会

2020年8月3日

招标公告

“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7名“先遣队”队员抵达香港

▲香港“方舱医院”启用 由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一号馆改建的“方舱医院”8月1日正式启用，并

于中午收治了首批新冠肺炎确诊病患。记者1日探访时看到，香港“方舱医院”可容纳500张病床。每位
病人拥有9平方米左右的独立生活空间，内有一张床、一个储物柜、一张桌、一把椅、一盏台灯。每间均三
面用隔板围住，但并不封顶，隔板上也有透明玻璃，方便观察病人情况。 （新华）

▲菲律宾新冠确诊病例累计超10万
例 8月2日，人们戴着口罩在菲律宾马尼拉街头

出行。菲律宾卫生部2日报告新增新冠确诊病
例5032例，再创单日新增病例数新高，目前该国
累计确诊病例已达103185例。 （新华）

陕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8
月2日决定，接受刘国中辞去陕
西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请求，
任命赵一德为陕西省人民政府
副省长、代省长。 （新华）

8月1日，之江实验室面向全
球开发者上线“之江天枢人工智
能开源平台”，该平台是由新型
研发机构牵头打造的人工智能
开源平台。以深度学习框架为
核心的人工智能开源平台，上承
算法应用、下接底层硬件，是大
规模人工智能应用的引擎和发动
机，是数据驱动智能技术研发和
产业化的关键基础设施。据了
解，之江实验室面向智能安防、智
能金融、智能医疗、智能交通、智
慧城市、智能机器人等六大产业
领域，推动构建了人工智能核心
生态圈，目前已有66家生态伙
伴。之江实验室由浙江省人民
政府、浙江大学、阿里巴巴集团
共同举办，聚焦人工智能和网络
信息两大领域，重点在智能感
知、智能计算、智能网络和智能
系统四大方向开展基础性、前沿
性技术研究。 （新华）

之江天枢
人工智能开源平台
面向全球上线

赵一德
任陕西省代省长

新冠疫情预计持续时间较长
需长期应对措施

据新华社日内瓦8月1日电 世界卫生组织8

月1日宣布，新冠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预计疫情持续时间较长，需要有

长期应对措施。

距5月1日世卫组织宣布新冠疫情仍然构成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已过去3个月。根

据《国际卫生条例》规定，世卫组织突发事件委员会

7月31日召开会议，对疫情现状进行讨论和评估，更

新疫情应对建议，并于8月1日发表会议声明。

根据声明，突发事件委员会一致同意目前新

冠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同时强调疫情估计将持续较长时间，社区、国

家、区域、全球等层面的持续应对努力十分重要。

委员会在声明中建议世卫组织继续动员全

球和区域多边组织以及合作伙伴，推进新冠疫情

的预防和应对工作，以支持世卫组织会员国维持

卫生服务，同时加速研究并最终获得诊断工具、

疗法和疫苗。

“伊萨亚斯”飓风
继续逼近美国东南部

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1日电 美国国家飓风

中心1日说，“伊萨亚斯”飓风已减弱成热带风暴，

正继续逼近该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预计夜间会

再度增强为飓风。

该中心说，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日晚8时，

“伊萨亚斯”位于佛罗里达州海滨城市劳德代尔

堡东南约160公里处，正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

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在接近佛罗里达州东南海

岸的过程中重新增强为飓风。

据预测，“伊萨亚斯”将给佛罗里达州带来狂

风暴雨，并给美国东海岸其他州带来降水，南卡

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部分地区

还可能出现洪水。

智利总统皮涅拉
宣布经济复苏计划

据新华社圣地亚哥8月1
日电 为应对新冠疫情对经济

的冲击，智利总统皮涅拉7月

31日宣布经济复苏计划，包

括政府将采取就业补贴计划、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扩大公

共投资等措施。

皮涅拉当天在国会大厦

发表国情咨文演讲时说，目前

智利面临疫情冲击和世界经

济衰退带来的挑战。疫情令

智利失去180万个就业岗位，

恢复就业是经济复苏计划的

重要目标。

他宣布，政府将实施一项

约20亿美元的就业补贴计

划，受益者将超100万人。政

府还将在2020年至2022年投

资340亿美元加强基础设施

等领域建设，加大对中小企业

的扶持力度，为私人投资提供

政策支持等。皮涅拉还宣布，

智利计划在未来五年加大投

资发展5G网络。

世界卫生组织7月31日

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智利新

冠累计确诊病例达355667

例，累计死亡病例达9457例。

印度发生吊车事故
造成11人死亡

据新华社新德里8月1日
电 印度安得拉邦维沙卡帕特

南市1日发生一起大型吊车

垮塌事故，造成11人死亡。

当地警方说，当天中午，

约20名工人在对吊车进行安

装调试时吊车突然垮塌，将一

些正在现场作业的工人压在

吊车下。11名死者中，4人是

发生事故的印度斯坦造船厂

员工，其他7人为造船厂合同

单位的工人。

据报道，印度斯坦造船厂

是一家国有企业。该厂两年前

采购了这台重约70吨的大型吊

车，但一直未正式投入使用。

最近，该厂将吊车的安装调试

工作外包给了一家私营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