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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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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0号

经安徽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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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48 号

等三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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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规划指标要
求（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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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在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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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地块出让均设有底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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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 12

日—2022 年 12月 1日 16时。

经审查，在 2022 年 12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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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转为挂牌

方式进行。同时，竞买申请和交纳保证金时

间顺延至 2022 年 12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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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的时间和地点
拍卖时间：2022 年 12月 2日 10时；

转为挂牌时间：2022 年 12 月 2 日 11 时—

2022 年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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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买人申请参加同期多宗土地竞买

的，可以只交纳一项竞买保证金，但必须按其

所竞买的多宗土地中保证金额度高的宗地要

求交纳。竞买人在竞买中没有竞得前一宗地

的，可以参加后一宗地的竞买。当竞得前一

宗地后，不得参加后一宗地的竞争。如果竞

买人同时缴纳两宗地的竞买保证金，无论其

是否竞得前一宗地，都可以参加后一宗地的

竞买活动。

（二）关于土地出让合同的签署及出让金

的缴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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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签署后 1 个月内必须缴纳出让价款 50%

的首付款，逾期不能交付，视为违约，我局将

取消竞得人资格，解除出让合同，竞得人应当

依法承担责任。

土地出让金余款 50%的缴纳方式：合同签

订时，受让人可选择合同签署后 4 个月内缴纳

全部土地出让价款，不支付利息；或选择在成

交之日起 1 年内分期缴纳的，受让人在支付第

二期及以后各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

款时，按照支付第一期土地出让价款之日中

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向出让人支付

利息。受让人不能按时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价款的，自滞纳之日起，每日按迟延

支付款项的 1‰向出让人缴纳违约金。

（三）关于 2022-48 号、68 号地块涉及的

门面房回购

1.2022-48 号地块回购。该地块回购门

面房 37 间（一层）、总建筑面积 1850 平方米，

回购价格 7500 元/平方米。回购位置：学后村

路 17间，中港路 20间，每间面积 50㎡左右。

2.2022-68 号地块回购。该地块回购两

层门面房 27 套、总建筑面积 2700 平方米（每

套 上 下 两 层 约 100㎡），双 层 门 面 房 回 购 价

6500 元/平方米。回购位置：22 套回购位置在

宁 芜 路 东 侧 与 胥 河 路 南 侧 地 段（汽 贸 城 对

面）；5 套回购位置在宁芜路东侧与碧河路北

侧地段。

3.回购门面房的回购协议签署、价款支付

方式、建设要求和交付期限等。土地出让合

同签订后 10 个工作日内由郎溪县房屋征收补

偿安置中心与土地竞得人签订《回购协议》，

明确门面房回购的建设要求、资金支付、验

收、交付期限和交付方式等具体事项。

4. 涉及税费。受让人自行承担回购门面

房涉及的所有税费。

（四）关于 2022-48 地块中间规划道路的

无偿建设和交付。2022-48 号地块受让人必

须按照该地块规划道路设计建设标准要求，

无偿配建完成地块中间规划道路。经验收合

格后交付我局或指定单位。

（五）竞得人承诺不得以股权转让方式转

让土地。

（六）竞得人取得上述地块进行房地产开

发销售，必须履行“交房即办证”的义务。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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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1月 12日

编号

2022-48

2022-68

2022-71

土地位置

建平镇栖凤园东侧

建平镇宁芜路胥河
路交口东南角

建平镇老城区

核心区东侧

面积（m2）

60940.8

69024

24301.5

出让
方式

拍卖

拍卖

拍卖

土地
用途

商住用地

商住用地

商住用地

容积率

≤1.5

≤1.6

≤1.5

建筑
密度

≤26%

≤24%

≤28%

绿地率

≥30%

≥30%

≥30%

出让

年限

40/70

40/70

40/70

起始价
（万元）

18282

22778

7655

保证金
（万元）

3700

4600

1550

■ 新华社记者 袁震宇 于佳欣 唐弢

千年古镇吹来数字新风，思想激荡拥抱数字未来。

以“共建网络世界 共创数字未来——携手构建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 2022 年世界互联网

大会乌镇峰会 11 日落下帷幕。三天来，新潮技术轮

番亮相，智慧火花闪耀碰撞，关于数字未来的讨论和

畅想正从乌镇传向未来和远方。

戴上 MR 眼镜，便可“穿越”到未来，机器人、飞船

等宇宙元素触手可及。在“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的中

兴通讯 XR 元宇宙体验区，不少参会者前来拍照打卡。

穿行在展区，科技感和未来感扑面而来。可用

眼球打字的眼动输入仪、可辅助行走的外骨骼机器

人、可云上定制的“元宇宙会议”……作为乌镇峰会

每年重头戏的“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上，众多前沿科

技产品如期“上新”。

与往年不同，今年的博览会首次开启线上线下

同步展示 ，推出 365 天不落幕的“互联网之光云展

厅”。元宇宙、边缘计算、数字孪生，一个个深奥的科

技名词在这里变得可感、可触、可及，点亮未来的同

时也“飞”入寻常百姓家。

乌镇峰会开幕当天，一场汇聚 15 项世界互联网

领先科技成果的发布吸引全球目光。6G、IPv6、人工

智能、大数据、网络安全、超级计算、高性能芯片等多

个前沿领域成果脱颖而出。一个个行业热词，一项

项前沿“黑科技”，见证数字改变未来的力量。

数字经济新技术正日益融入并深刻改变经济社

会发展各领域。正如本届峰会期间发布的《世界互

联网发展报告 2022》蓝皮书指出，数字技术创新仍是

全球战略重点，是实现创新驱动生产力发展的先导

性、关键性力量。

2021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45.5 万亿元，成

为中国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中国正不断促进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行业数字

化转型升级，激活新业态新模式，为经济发展增添活

力。”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院长夏学平说。

有火热的前沿技术，也有冷静的行业思考。在

乌镇古朴娴雅的氛围里，思想火花如烟绽放。

为更好推动长三角数字一体化，数字长三角共

建联盟在会议期间正式组建，长三角 10 地承诺合力

构建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数字产业联动互补、数

字场景共建共享、数字智治高效协同的“数字长三

角”发展新格局。

如何处理好网络发展与安全问题？怎样让人工

智能既带来“红利”又不会“漏洞百出”？如何缩小数

字鸿沟……一个个分论坛上，行业大咖为推动互联

网发展治理建言献策。

在 360 集团创始人周鸿祎看来，进入数字文明时

代，网络安全的概念已难以涵盖数字化带来的各种

安全新挑战，亟须升级为数字安全。作为科技公司

要承担新的历史使命。

针对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必新指出，要构建一个合理规

范的数字伦理规则，“我们不能制约技术的发展，那

就通过制定一套伦理规则来自我约束”。

对于缩小数字鸿沟，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前主

席龚克给出建议：“我们的教育不单培养数字技术专

门人才，更要提高各类人才数字化知识和能力。”

以开放合作推动互利共赢。如今，世界互联网

大会乌镇峰会已走入第 9 个年头，“构建网络空间命

运共同体”成为大会永久主题。开放合作的倡议，彰

显了中国对全球互联网发展的态度和贡献。

在广袤的非洲大陆，30 多个国家正在应用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敦煌研究院用技术点亮艺术瑰宝，向

世界展示美轮美奂的石窟宝库；“能联全球”平台注

册用户覆盖全球 100 多个国家，有力推进了全球能源

互联网建设……会议期间发布的 12 项“携手构建网

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精品案例，讲述了网络空间国际

交流合作的生动故事。

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统计显示，全球仍有近 30

亿 人 没 有 接 入 互 联 网 ，其 中 大 多 数 来 自 发 展 中 国

家。弥合数字鸿沟已成为全球共同的紧迫任务，数

字化发达国家和地区应承担起更多责任。

网络安全更需全球携手共治。“网络不是法外之

地。各国应践行互相支持、互相信任、互惠互利的理

念，摒弃零和博弈和‘赢者通吃’的思维模式，以《联

合国宪章》基本原则为基础，构建一个全面的互联网

治理框架。”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莫因·哈克指出。

古韵新镇，未来已来。这张数字之网，连接起现

在与未来，正续写更多命运与共的新网事。

（新华社杭州 11月 11日电）

新技术 新共识 新未来
—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观察

新华社天津11月 11日电（记者 彭

韵佳 张建新）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

合采购办公室日前发布《国家组织冠脉

支架集中带量采购协议期满后接续采购

公告（第 2号）》，将开展国家组织冠脉支

架集中带量采购协议期满后接续采购，

首年采购需求总量约为 186.5万个。

“医疗机构填报的支架需求量较上

一轮集采的需求量增加 53 万个。”国家

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集

中采购组组长、天津市医药采购中心副

主任高雪介绍，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

带量采购协议期满后接续采购报量准

确，共有 3696 家医疗机构参与报量，比

上一轮增加了 1288 家。

根据集采公告，此次接续采购产品

共 19 种。采购产品为获得中华人民共

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并许可上市的冠

状动脉药物洗脱支架系统（简称冠脉支

架），材质为钴铬合金或铂铬合金，载药

种类为雷帕霉素及其衍生物。

在最高有效申报价方面，冠脉支架

产品最高有效报价为 798 元/个，伴随

服务最高有效申报价为 50 元/个，最高

有效申报价合计为 848元/个。

此次冠脉支架接续采购周期为3年，

以联盟各地区中选结果实际执行日起计

算。在采购周期内，每年签订采购协议。

续签采购协议时，原则上各医疗机构填报

总需求量不得低于上年实际采购量的

95%，对同一中选企业填报的需求量不低

于该中选企业上年协议采购量的 90%。

据悉，首批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

带 量 采 购 协 议 期 将 于 2023 年 1 月 到

期。此次冠脉支架国家集采接续采购

将于 2022 年 11月 29日开标。

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采接续采购
首年需求量超180万个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 11 月 11 日电
（记者 吕迎旭 张天朗）以色列总统赫

尔佐格 11 日宣布，将授权前总理、利库

德集团领导人内塔尼亚胡组建新政府。

以色列总统府 11 日在一份声明中

表示，总统赫尔佐格完成了与议会各党

派的协商，将授权内塔尼亚胡组建政

府。声明说，内塔尼亚胡阵营获得议会

120 名议员中 64 名议员的支持。授权

仪式将于 13日举行。

根据以色列法律，内塔尼亚胡拥有

28 天组阁期限，如届时不能完成组阁，

可以向总统申请延长 14 天。若无法按

期组建政府，赫尔佐格将直接把组阁权

交给议会，任何一名议员只要能在 21

天内获得至少 61 名议员的推荐即可获

得组阁权，否则议会将自动解散，并再

次举行议会选举。

以色列 11 月 1 日举行第 25 届议会

选举，共有 40 个政党和党派联盟角逐

议会 120 个席位。根据以色列中央选

举委员会 3 日公布的全部计票结果，前

总理内塔尼亚胡阵营获得 64 个议席，

有望被授权组阁。

以总统将授权内塔尼亚胡组建政府

据新华社基辅 11月 11日电（记者

李东旭）当地时间 11 日下午，乌克兰国

防部情报总局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方

重新控制了赫尔松市，乌军进入了该市。

声明说，俄军撤离路线正处于乌军

火力控制下，乌方要求当地俄军停止一

切反抗、立即投降，投降人员将获得乌

方安全保障。

俄罗斯国防部 11 日说，赫尔松方

向的俄军及其装备已全部顺利从第聂

伯河西岸转移至第聂伯河东岸，转移过

程中俄军未蒙受任何损失。俄国防部

发言人说，转移工作于莫斯科时间 11

日凌晨 5 时完成；俄军在转移过程中，

人员、武器、军事装备及物资未遭受任

何损失。

乌军进入赫尔松市
11 月 11 日，工人在江苏

省连云港市海州区天马电商

产业园按照订单分拣货品。

“双 11”来临，各地物流企业

马力全开，工作人员提前上

岗装运、送达派件，积极应对

快递物流高峰，确保快递物

品及时送达收件人手中。

新华社发（耿玉和 摄）

忙碌的忙碌的““双双1111””

据新华社杭州 11月 11日电（记者 徐壮 唐弢）

为期 3 天的 2022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 11 日圆

满完成各项议程，落下帷幕。来自 120 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 2100 多位嘉宾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参会，创历

届峰会之最。

世界互联网大会秘书长任贤良 11 日在新闻发布

会上介绍，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已连续成功举

办 9 年，此次峰会同时还是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

成立后的首次年会。

据介绍，本届峰会共设置 19 个分论坛、12 场乌镇

咖荟。峰会突出国际组织年会的特色，首次举办会

员代表座谈会，来自国际组织、全球互联网领军企

业、权威行业机构、行业组织等的 30 余位会员代表应

邀参加；峰会还推出数字经济产业合作大会、数字赋

能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展示活动、长三角一体化数

字文明共建研讨会等 3项“永久举办地”特色活动。

“互联网之光”博览会设置展览展示、新产品新

技术发布、人才相亲会三大功能板块，吸引了来自 40

个国家和地区的 400 余家中外企业机构以线下线上

结合方式参展；“直通乌镇”全球互联网大赛围绕数

字医疗、数字双碳、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网联汽

车、网络安全、数字共富 7个赛道，吸引来自 24个国家

的 1100 多个项目参赛。

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
参会人数创历届之最

据新华社日内瓦 11月 10日电（记

者 陈俊侠 刘曲）第二批“国际湿地城

市”颁证仪式 10 日在《湿地公约》第十

四届缔约方大会日内瓦分会场举办。

《湿地公约》秘书处为这批来自 13 个国

家的 25 个新晋“国际湿地城市”颁发认

证证书，其中包括安徽合肥、山东济宁、

重庆梁平、江西南昌、辽宁盘锦、湖北武

汉和江苏盐城 7个中国城市。

中国此次被认证的 7 个城市中，合

肥建有国家湿地公园 5 处、省级湿地公

园 3 处，湿地保护率达 75%，位居全省

第一；济宁创建湿地乡镇 32 个、湿地村

居 56 个、小微湿地 124 个；西南地区唯

一受此殊荣的重庆梁平采取“小微湿

地+有机产业、民宿康养、生态旅游”模

式，建成 400 余个具有典型示范效应的

小 微 湿 地 ；南 昌 建 有 2 处 国 际 重 要 湿

地，8 处国家湿地公园，4 处省级重要湿

地，5 处省级湿地公园；盘锦位处辽河

入海口，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

徙的重要中转站和目的地，也是全球

黑嘴鸥最大种群的繁殖地；武汉是中

国内陆湿地资源最丰富的特大城市，

也是全球同纬度地区和长江中下游湖

泊型湿地的典型代表；盐城拥有 2 处国

际重要湿地和中国首处滨海湿地类世

界自然遗产。

《湿地公约》秘书长蒙巴在颁奖后

对新获认证的湿地城市表示祝贺。她

特别提到曾去过此次获得“国际湿地城

市”认证、同时也是此次《湿地公约》缔

约方大会的举办城市武汉，表示“我一

直对武汉有着美好的回忆”。

据悉，全球现有 43 个“国际湿地城

市”，其中中国 13个，数量居全球第一。

合肥等七城获第二批“国际湿地城市”认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