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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溪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郎自然资规告字[2021]8 号

经郎溪县人民政府批准 ， 郎溪县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决定公开出让 2021-1 号等两宗
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 出让宗地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见下表）

上述两宗出让地块为旅游用地， 土地利用
分类为商服用地（二级类：住宿餐饮用地）。

二、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
竞买，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凡在我县范围内逾期欠缴土地出让金的单位和

个人及法律另有规定者不得参加竞买。
三、上述地块出让设有底价，按照价高者得

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出让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

见出让文件。
申请人获取土地出让文件、 提交书面申请

和交纳竞买保证金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14
日-2021 年 11 月 2 日 16 时。

经审查，在 2021 年 11 月 2 日 17 时前确认
竞买资格。 届时，取得竞买资格的申请人超过 2
人（含 2 人）的，将公开拍卖上述宗地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不足 2 人的，采取挂牌方式进行。
同时，竞买申请和交纳保证金时间顺延至 2021
年 11 月 10 日 16 时。 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
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
竞价确定竞得人。

五、公开出让的时间和地点
拍卖时间：2021 年 11 月 3 日 10 时。
挂牌时间 ：2021 年 11 月 3 日 11 时-2021

年 11 月 12 日 16 时。
地点：郎溪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土地出让成交后 ，必须在 10 个工作
日内签订出让合同。 签订合同时竞得人必须交
足成交价的 20%作为签署合同的定金， 否则，
视为违约，竞得人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合
同签订后，受让人必须在一个月内全部缴清土
地出让金。

（二）竞买人竞得 2021-1 号、17 号宗地后，
必须按照郎溪县文化和旅游局 《郎溪县文旅产
业项目用地管理办法》（郎文旅〔2021〕50 号）文
件要求进行实施建设和运营。

（三）2021-1 号、17 号等两宗地不得改变规
划用途，不得进行分割登记发证。

（四）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土地出让文件。
七、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郎溪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建平

镇中港东路与亭子山路交汇处）
联系方式：张一夫 0563-7022169

13966229260
开户单位：郎溪县数据资源管理局

开户银行：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郎溪支行
账 号：2610501021000011118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宣城分行郎溪支行
账 号：184214785276
开户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郎

溪县支行
账 号：12072001040011661
开户银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郎溪县支行
账 号：934005010002720022
开户银行： 安徽郎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账 号：20000244866666600000023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郎溪支行
账 号：34001756208053005297

郎溪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郎溪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1 年 10 月 14 日

编号 土地位置 面积（m2） 出让方式 土地用途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出让年限 起始价（万元） 保证金（万元）

2021-1 涛城镇
庆丰村 6867 拍卖 商服用地 ≤0.9 ≤40% ≥24% 40 186 186

2021-17 建平镇
金牛村 6339 拍卖 商服用地 ＜1.05 ≤45% ≥20% 40 172 172

一腔热血献乡亲
———记六安市金安区东河口镇财政所所长邓齐全

■ 本报记者 袁野

在六安市金安区东河口镇财政所，
56 岁的所长邓齐全借着桌头的台灯在
认真地看着一份厚厚的报表， 时不时用
铅笔在表格上勾画一下， 不大的办公室
里，三张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唯一一张
待客用的沙发上，也有一半被文件堆满。

邓齐全是位老财税，从 1984 年参加
工作开始，先后在张店、横塘、东河口等
乡镇从事基层财政工作。

位于大别山余脉的东河口镇， 是金
安区南部最偏远的乡镇之一，下辖 29 个
村、街。在近年来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工作中， 每个项目都需要财政部门参与
其中， 责任心极强的邓齐全更是事必躬
亲，对所有项目都亲自过问、出谋划策、

帮助解决问题。 他用自己的脚步丈量了
辖区的每一片土地。

东河口镇西部的嵩寮岩村位于大山
深处，过去村子基础设施落后，产业难以
发展。 2017 年前后，为了给嵩寮岩村出
行不便的村民组修便民路， 邓齐全花费
了大量心血，向上级部门申请资金，做群
众工作，争取村民支持。 山路崎岖、汽车
难行， 他用双脚和小摩托往返于乡政府
和村民组之间，用真心换真情，获得了群
众的支持， 不少在外创业有成的村民慷
慨解囊支持道路建设。 2 个多月后，嵩寮
岩村一条 3.1 公里长的公路接通了山区
村民组，大大方便了村民出行。

类似这样的项目，邓齐全不知道已经
跑了多少个。多年来，他心系群众，入百姓
家、解百姓忧，认真落实政策，积极争取公

益事业财政奖补资金，用于环卫、文体、道
路、水渠、公厕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让山
乡荒地化为良田、土路变为水泥路。

“我们的工作就是为百姓解忧，累一
点没什么。 ”邓齐全说，“财政花出去的每
一笔钱都是纳税人的心血， 我们对每笔
钱都要有担当。 ”

2018 年前后，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如
火如荼， 东河口镇群众在讨论产业发展
问题 ， 而邓齐全却在思考另一个问
题———村集体经济收入上来了， 财务监
督管理如何更加规范？

邓齐全深入村（街）调研，积极与上
级部门对接，带头研究谋划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财务管理制度， 在东河口镇严
格资金管理、使用。通过邓齐全和同事们
的努力， 东河口镇充分发挥财政调控职

能，增收节支，2020 年财税收入达 2871.4
万元，比年初预算高出 135%。

邓齐全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 身体
状况却每况愈下。2020 年下半年，他咳嗽
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到年底才抽时间做
了一次体检，被确诊为肺癌晚期。 就在出
发去上海看病之前， 他告诉同事：“帮我
把笔记本带来， 最近的工作清单我要看
一看。 ”临行前，他还与同事们分析近期
工作的重点，并将任务分解到每个人。

到上海之后， 邓齐全进行了 4 次化
疗。化疗结束后才 3 天，他就要求返回工
作岗位。他回到了东河口镇，和之前一样
亲力亲为解决每一个问题。

邓齐全凭着一腔热血燃烧着自己，
服务大山里的群众。 他连续多年被金安
区财政局评为“先进个人”。

10月 13 日， 第 33 届马鞍山
李白诗歌节开幕式在马鞍山市采

石滨江公园举行。 开幕式文艺演
出围绕诗仙李白与生态马鞍山的

不解情缘， 以现场情景式的诗歌
朗诵会，充分呈现马鞍山市在“长
江文化” 中的独有地位和独特魅
力。 开幕式组织各行各业群众代
表参与诗歌朗诵活动。

本届诗歌节组织上万名中小

学生开展阅读读本、 吟诵经典等
“中华经典吟诵比赛”活动，并开
展全国诗歌征集活动， 以庆祝建
党 100 周年为主题， 面向全国征
集不限体裁的诗歌作品。 还举办
了文创作品展、“诗歌的样子”书
画创作展、 李白诗歌节成果展示
会、李白文化展览、青山祭拜、“风
月同天 重阳话诗”等活动。

本报记者 贾克帅 本报通讯

员 胡智慧 摄

李白诗歌节开幕

铜陵举办重阳节敬老活动
本报讯（记者 林春生 通讯员 陈

莉）10 月 12 日， 铜陵市举办 “情暖夕
阳·爱满铜都”重阳节敬老活动，该市光
荣院、 敬老院以及部分社区老党员、退

役军人等 99 名老人欢聚一堂， 共迎重
阳佳节。

活动中， 受邀的 7 位老兵代表上
台，由爱心人士为他们披上鲜艳的“中

国红”围巾。 随后，歌曲《映山红》《最美
的歌送给妈妈》等节目，将现场气氛推
向了高潮。 志愿者们将暖水壶、新鲜的
面包糕点等节日礼物送到了每个老人

的手中。 99 位老人在志愿者的陪伴下
共进午餐。

此次重阳节敬老活动由铜陵市民
政局和文明办指导、铜陵市与我同行爱
心协会主办， 迄今已连续开展九届，旨
在让老人感受到社会的关爱，传递人间
的温暖， 在全社会营造尊老、 爱老、敬
老、孝老的浓厚氛围。

10 月 11 日 ， 肥西县官亭镇在江夏养老服务中心举行迎重阳敬老联欢活
动 ，志愿者们献上演出 ，并给现场的 15 位老人送上蛋糕 ，点燃蜡烛 ，祝福老人
节日快乐。 本报通讯员 黄京生 本报记者 许蓓蓓 摄

安庆推行耕地保护田长制

本报讯（记者 陈成）为严格落实耕
地保护制度， 保障农业高质量发展，10
月 9 日，安庆市印发方案，全面推行耕地
保护田长制。

安庆市设立市、县（市、区和安庆经
开区、安庆高新区）、乡镇（街道）、村（社
区）四级田长制责任体系。 市、县两级设
立总田长、副总田长和田长 ，乡级设立
田长、副田长，村级设立田长。 市级总田
长由市委书记和市长担任；县级总田长
由县（市、区）委书记、县（市、区）长和安
庆经开区 、 安庆高新区主要负责人担

任；乡镇（街道）级田长由乡镇（街道）党
政主要负责人担任；村（社区）级田长由
村（社区）党组织主要负责人担任。

田长将承担严格国土空间规划管
控、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严格管控耕
地“非粮化”、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
耕地质量提升、 加强保护信息公开、建
立数字化网格化监管体系、严格耕地保
护监管等 8 项主要任务。

该市明确， 到今年底建立四级田长
制责任体系，初步形成“横到边、纵到底，
网格化、全覆盖”的耕地保护监管格局。

近日，我省残疾人运动员在进行乒乓球训练。 我省参加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暨
第八届特奥会各项目队参赛人员， 在集中封闭隔离点开始为期 14天的集中封闭隔
离训练。 本报记者 姚林 摄

“智慧课堂”进乡村
■ 本报记者 柏松

本报通讯员 顾海涛

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教师打开平
板电脑，手指轻点，练习题、课件瞬间就
发到学生平板电脑上 ； 学生完成提交
后，答题结果立刻显示在班班通一体机
上。 10 月 12 日， 在寿县小甸初中初二
（1）班的历史课堂上，依托 “智慧课堂 ”
设备，教师与学生互动更加密切 ，体验
着信息技术带来的改变。

一块块电子显示屏、一台台平板电
脑， 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效果，农
村孩子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期待
正在变成现实。 近年来，寿县打造“智慧
课堂”，以互联网的信息化手段，服务教
育教学全过程，让乡村的孩子同步享受
到优质的教育资源。

在张李乡九塘小学的 “智慧课堂”
里， 传统的黑板更换成了白板显示器，
教学内容通过电子投影仪投射到白板
上，老师借助鼠标或者直接在白板上进
行板书教学，为学生讲解知识点。 点击
平板电脑 ，四 （1）班学生卞梦瑶的眼睛
里满是欣喜，她高兴地告诉记者：“老师

出的题目，大家可以在平板电脑上写答
案，同学们都很喜欢！ ”

智慧学校建设纳入民生工程以来，
寿县在两年内投入资金 460.73 万元，完
成 19 所主讲课堂、60 所教学点的“智慧
课堂”建设任务，实现了农村义务教育小
规模学校（教学点）“智慧课堂”全覆盖。

寿县为主讲学校 （中心学校 ）配置
教师端及教学系统 57 套、 无线平板电
脑 19 个，为接收学校 （教学点 ）配置教
师端及教学系统 346 套、学生端及学习
系统 1839 套 、充电柜 69 个 、无线平板
电脑 264 个 ，同时配套采购了 “在线课
堂”相关设备。

据寿县教体局负责人李中禄介绍，
“智慧课堂” 让教学不再局限于课堂的
40 分钟，学生在课前、课中、课后都可以
利用网络随时交流互动，延伸了学习空
间、扩展了课堂界限 ，实现了优质学习
资源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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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名博士“皖美行”在滁启动
本报讯 （记者 罗宝 ）10 月 12 日 ，

“博创集智·才聚江淮”百名博士（后）“皖
美行” 活动启动仪式在滁州举行。 活动
聚焦博士（后）创新创业，围绕打造品牌、
搭建平台、转化成果 、推动产学研整合
等，营造创新创业环境 ，吸引更多的创
业创新团队和青年人才来皖创业兴业。

此次活动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滁州市人民政府主办，是今年开展的
安徽省博士后青年英才系列活动之一。
活动期间，组织博士（后）等高端人才，赴
滁州国家级开发区重点企业走访洽谈，
了解滁州市产业发展现状与前景。

启动仪式上， 发布了滁州市人才政
策推介和人才需求信息 ， 举办人才引

进、项目合作、技术攻关、校企双聘签约
仪式，举行滁州市博士联谊会 、滁州市
海外归国人才联谊会、滁州市人才创新
创业平台联盟揭牌仪式，2021 年省级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同时授牌。

近年来， 滁州市聚焦打造最优人才
发展生态，强力实施人才工作 “四大工
程”，高质量实施招才引智“十大举措”，
开设高层次人才服务专窗和专线，为各
类人才提供一站式暖心服务。 2017 年以
来，新引进院士、国家级领军人才、博士
等高层次人才 1250 多名，引进高层次创
新创业人才团队 66 个， 去年海外引才、
省级重大人才项目入选总数均居全省
第一。

连日来，合肥市蜀山区五里墩街道通过组织慰问、义诊、“微心愿”入户、文
化互动等活动帮助辖区内困难群体解决生活难题、丰富精神生活，帮助他们融
入社会。 本报记者 杨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