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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内不得建设层数低于三层（含三层）
的别墅类住宅。地块涉及幼儿园等教育配
套设施的须参照《句容市住宅区配套幼儿
园中小学规划建设管理办法》，由地方政
府统一集中布置。地块须用于拆迁安置，
安置房户型、楼层面积、位置等须满足拆
迁安置要求，并经属地人民政府认可。建
成后由竞得人直接销售给属地人民政府指
定的拆迁户。

起始价起始价起始价起始价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宗地名称宗地名称宗地名称宗地名称 规划用途规划用途规划用途规划用途
土地面积土地面积土地面积土地面积
（㎡）（㎡）（㎡）（㎡）

保证金保证金保证金保证金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每次报价每次报价每次报价每次报价
增幅增幅增幅增幅

规      划      指     标规      划      指     标规      划      指     标规      划      指     标
报价时间报价时间报价时间报价时间

出让年限出让年限出让年限出让年限
（（（（年年年年））））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A06 南京新闻 2020年10月31日 星期六
责编：高文玉 美编：金荣 校对：王宏宾

句容市国有（经营性）
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句经地交告（2020）字第1-1-3号

挂牌出让地块起始价、保证金、规划指标、出让年期一览表

说明：（1）地块其他具体的规划控制指标和开发建设的要求见规划图，最终规划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批准为准。（2）土地出让的要求以挂牌出让须知等文件为准。（3）土地的开发利用必须遵守国
家、省市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文件的规定。（4）上述地块的内、外部条件（水、电、路等）均为现状条件。

根据国家、省市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的规
定，经句容市人民政府批准，现对下列地块的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实行公开挂牌出让。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交易形式
本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采用

“镇江市国有建设用地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
称“网挂系统”）在互联网上交易，不接受现场书
面、传真、邮件、口头等方式申请。

二、报名资格
除本期挂牌出让文件另有规定外，我国境

内外符合法律法规等规定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
组织均可报名参加竞买。竞买人必须在竞买前缴
纳保证金。竞买人的竞买保证金及后续购地资金
须为竞买人（涉及联合竞买的为全部联合竞买人、
拟成立全资子公司或新公司的为全资子公司或新
公司）的自有资金。竞买人在申请参加土地挂牌
出让时，须按上述规定出具《竞买资金承诺书》。
若经发现竞买人使用的资金与承诺不符、违反规
定或弄虚作假的，取消其竞买资格，已交纳的竞买
保证金不予退还；已竞得土地的，取消其竞得资
格，已交纳的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已签订出让合
同的，解除出让合同，合同约定的定金不予退还。
同时，将竞买人纳入土地交易市场诚信黑名单，2
年内不得在我市参与土地竞买。

竞买人在提出申请之前，须到句容市行政
审批局6楼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大厅窗口（咨询
电话:0511-87322083、手机：15952966969）办理

数字证书及电子签章，获取CA锁并取得网上
挂牌出让会员资格，方能参与镇江市国有建设
用 地 使 用 权 网 上 交 易（网 址 ：http://
222.186.84.211:8180/）。

01号地块内约12.2万平方米计容建筑
面积用于拆迁安置，建成后由竞得人直接销售
给华阳街道指定的拆迁户。

本期所有地块，涉及住宅用地的，建筑容积
率应大于1.0，不得建设带有私家花园的低层
独立式住宅的别墅类房地产开发项目。

三、本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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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申请人应
当在规定时间内登录网挂系统，自行下载挂牌出
让公告和挂牌出让文件，按规定程序参加竞买。

四、时间安排及特别说明：
1、网上下载资料时间：2020年10月31

日8：30—2020年11月19日17：30。
2、宗地申购时间：2020年11月20日8：30—

2020年11月30日17：30。
3、缴纳保证金时间：2020年 11月 20

日8：30—2020年12月1日17：30（须在报
价前）。

保证金缴纳方式：竞买人持报名确认单（含
保证金缴纳代码）通过网银系统或到指定银行
交纳竞买保证金。未按时足额缴纳保证金的竞
买人不得参与网上竞价。

户名：江苏省土地市场句容交易所保证金
托管账户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句容支行营业部
4、挂牌出让地块的竞买保证金数额、报价

时间、基本情况和规划控制指标及出让年期等
见下表。详见挂牌出让文件。

5、成交通知：地块成交后，网上出让系统
自行向竞得候选人生成《镇江市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网上交易成交通知书》。竞得候选人应
在竞得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持参加本宗地网上
挂牌交易要求的所有相关资料原件及公章到土
地交易所（句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四楼 418
室）进行竞买资格审查。根据网上交易规则，竞
得候选人须经现场资料验核通过后方可最终确
认竞得资格。竞得候选人不符合出让公告、出让
须知等出让文件约定条件参与竞买的，竞得结果
无效，造成的损失由其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6、成交确认：审查通过后，竞得人应在
2020年12月8日前与出让人签订《成交确认
书》。对未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竞买人的
竞买保证金，在网上挂牌竞价结束后5个工作日
内退还，保证金不计利息。竞得人拒绝签订《成交
确认书》也不能对抗挂牌成交结果的法律效力。

7、签订出让合同：成交确认书签订后，竞
得人应在2020年12月18日前与出让人签订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按规定要
求支付土地出让金。

五、应急处置：网上挂牌出让过程中，因受
到网络病毒、黑客入侵，或者电力传输中断、网
络通讯异常、软硬件故障及不可抗力等原因，导

致网上出让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网上挂牌出
让活动暂停，待故障排除后继续进行。句容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恢复网上挂牌出让前
24小时内按原途径发布恢复网上竞买公告，并
公布相关监管部门查证的系统故障原因。

因竞买人的计算机系统遭受网络病毒、黑
客入侵，或者电力传输中断、网络通讯异常、软
硬件故障等原因，竞买人不能正常参与网上挂
牌出让活动的，网上挂牌出让活动不因此停止。

六、法律责任：因受到网络病毒、黑客入侵，
或者电力传输中断、网络通讯异常、软硬件故障及
不可抗力等原因，导致网上出让系统不能正常运
行的，出让人不承担责任。因竞买人的计算机系
统遭受网络病毒、黑客入侵，或者电力传输中断、
网络通讯异常、软硬件故障等原因导致竞买人不
能正常参与网上出让的，或者竞买人的CA证书
丢失或被他人冒用、盗用的，出让人不承担责任。

七、经市人民政府批准，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收回本期挂牌出让土地范围内的单位和个
人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注销原土地使用证，
土地登记机关将不另行通知。

八、本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由
我局委托句容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承办。

联 系 人：龙先生、徐先生
联系电话：0511—87268039

87322017
句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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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通讯员 梁奇奇 南京晨报/爱南京
记者 景正华）10月29日，鼓楼区挹江门街道
再一次开展垃圾分类专题培训会，普及相关知
识，提升全员参与意识，打通垃圾分类工作的各
个环节，为即将到来的这项重点工作“保驾护
航”。当天，街道全体干部，各社区党支部书记、
卫生主任，辖区物管小区项目负责人，垃圾分类
督导员等80余名人员参会。

本次培训会，挹江门街道特别邀请南京市
城管局环卫处副处长龙瑞和南京易联瑞智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经理王娟，以“课堂宣讲+现场教
学”方式，全面、系统、生动地介绍垃圾分类工作，
全部是大家接下来工作中需要掌握的“干货”。

龙瑞详细介绍了垃圾分类的标准和方法，
分析垃圾分类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具体应对

措施；王娟则深入解读了垃圾分类的工作细则，
普及垃圾分类投递、转运和积分等具体操作流
程，认真讲解垃圾分类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配备及
职责分工，并与督导员们现场交流，答疑解惑。

课堂随后转到了萨家湾49号垃圾分类
点，一场现场教学课通俗易懂、生动形象。其
间，垃圾分类督导员张师傅演示投递工作流程，
为居民讲解投递要点，龙瑞针对他的演示进行
指导，及时讲解工作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以
及有效的处理办法。

据介绍，萨家湾49号垃圾分类亭是省级
示范点，已经投入运行1个月，目前运行情况良
好，居民也非常支持。

接下来，挹江门街道将全员发动，持续做好
垃圾分类推进工作。

晨报讯（通讯员 邱妮 南京晨报/爱南京
记者 刘通）10月30日，由双塘街道和秦淮
区教育局联合主办，南京市双塘小学、南京市
钓鱼台小学、南京市考棚小学、南京市凤游寺
小学协办的“小手牵大手，双塘街道垃圾分类
校园行”主场活动在双塘小学火热开场，为
11月1日《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正式
实施宣传造势。

据了解，截至当前，双塘街道率先完成市
指定的两家单位先行先试单位试点，第一批先

行先试9个小区垃圾分类运行较好，第二批
60%小区收集点已全部建设完毕投入运行，
40%小区撤桶并点同步运行，辖区内的68家
企事业单位垃圾分类工作已全部启动。

到目前为止，秦淮区各学校利用电子大屏、
展板、橱窗、板报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造势，集中
开展相关课程或活动，营造迎接全面实施生活垃
圾分类的氛围；同时引导学生关注自己所在社区
的垃圾分类工作推进情况，以小组调研、记录、
讨论等形式，参与全区垃圾分类推进工作。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仲永）11
月1日，《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正式施
行，标志着南京市迈入垃圾强制分类时代。10
月30日，“绿水青山在南京，垃圾分类E起行”
垃圾分类公益宣传活动的启动仪式在东华纳
科汽车创意园广场举行。

据了解，此次启动的垃圾分类公益宣传活

动，EVCARD新能源分时租赁车充当了垃圾分
类宣传和全面实施的讲述者、践行者和推动者，
它们在为南京市民提供绿色环保出行选择的同
时，搭载车身醒目的垃圾分类公益宣传广告，在
走街串巷时化身成为倡导垃圾分类的移动宣传
载体、巡游传播媒介，呼吁全社会积极参与、大力
支持垃圾分类工作，让垃圾分类成为新时尚。

晨报讯（通讯员 罗思静 南京晨报/爱南
京记者 陈彦）面对即将实施的《南京市生活垃
圾管理条例》，雨花台区赛虹桥街道在辖区各小
区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昨天下午，由百
余人参加的“分类要靠你我他，请给垃圾找对
家”主题宣传在该街道的亚东观樾小区举行。

活动现场，来自街道城管、长虹路社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及辖区物业工作人员通过有
奖问答的方式向现场居民宣传垃圾分类常
识，智能可回收物收集屋的使用方法。据悉，
自开展垃圾分类以来，赛虹桥街道各社区积
极组织志愿者向居民详细介绍垃圾分类的意

义，解答各种疑惑，帮助居民掌握正确生活垃
圾分类方法，并号召居民积极参与到垃圾分
类行动中来，共建绿色家园。赛虹桥街道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全街道已完成撤除
楼栋、单元前垃圾桶工作，并灵活设置小区垃
圾分类收集点位，配置了符合分类标准及标
识规范的分类收集容器和分类收运车辆。按
照要求，每个社区撤桶并点的点位都将配置
志愿者1-2名定时督导居民分类投放垃圾。

记者了解到，这两天，赛虹桥街道各社区
已组织物业、志愿者对居民进行逐户上门宣
传，做到居民应知应会。

南京启动“垃圾分类E起行”公益宣传

挹江门街道开展垃圾分类培训

赛虹桥街道垃圾分类宣传进小区

双塘街道举行垃圾分类校园行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