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宗地编号 土地位置
出让
面积

土地用途
出让年
限(年)

规划条件 起始价
竞买

保证金

沂南-
2018-104

铜井镇竹泉峪村
(原竹泉村)

2353
商业服务业设

施(旅游)
40

1 . 2≤容积率≤2 . 5，
建筑密度≤45%，25%≤绿地率

45 45

沂南-
2020-035

孙祖镇书堂村 2187
商业服务业设

施(旅游)
40

满足总地块1 . 2≤容积率≤2 . 5，
建筑密度≤45%，25%≤绿地率

42 42

沂南-
2019-064

苏村镇苏村社区
(原西南村)

2738
工业(农副食品

加工业)
50

满足总地块1 . 0≤容积率，
40%≤建筑密度，绿地率≤15%

50 50

沂南-
2020-050

依汶镇汶明村(原
潘家庄子村)

7303
工业(农副食品

加工业)
50

满足总地块1 . 0≤容积率，
40%≤建筑密度，绿地率≤15%

126 126

沂南-
2019-078

苏村镇夏家庄村 3933
工业(农副食品

加工业)
50

满足总地块1 . 0≤容积率，
40%≤建筑密度，绿地率≤15%

104 104

沂南-
2020-067

苏村镇宝珠社区，
东红公路以西

4868
工业(农副食品

加工业)
50

1 . 0≤容积率，
40%≤建筑密度，绿地率≤15%

84 84

沂南-
2020-073

迎宾大道以南，原
张庄斜路

3111 工业 50
满足总地块1 . 0≤容积率，

40%≤建筑密度，绿地率≤15%
56 56

沂南-
2019-106

大庄镇岳家河阳
村

2220
工业(电器机械
和器材制造业)

50
满足总地块1 . 0≤容积率，

40%≤建筑密度，绿地率≤15%
39 39

济南市槐荫区税务局：

规范党建工作，激发先锋活力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頔
通讯员 刘天雄 施永庆 沈浩

为党员过好政治生日，严格
落实党的组织生活制度，激励党
员在完成重点难点工作任务中当
尖兵、打头阵……槐荫区税务局
党建工作生动具体、扎实活跃，广
大党员以不忘初心、担当使命、昂
扬向上、忠诚履职的精神风貌，迎
接建党99周年。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拥 护 党 的 纲 领 ，遵 守 党 的 章
程……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
一切，永不叛党”。铿锵有力、饱
含激情的入党誓词宣读声在党建
活动室回旋飞扬。6月中旬的一
天，槐荫区税务局第九党支部全
体党员身着税装、佩戴党徽、整
齐列队、英姿勃发，面对鲜红的
党旗，举起右拳，又一次许下庄
严的誓言。

重温入党誓词，牢记初心使
命——— 这是槐荫区税务局党委要
求各支部以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为
载体，为党员过好“政治生日”，推
进党建工作制度创新、增强党建
工作活力的一项重要举措。同步
安排的活动还包括：向过政治生
日的党员赠送政治生日纪念卡、
组织集体谈心、安排专题理论学
习、支部书记讲党课等内容。该局
全面推行党员政治生日制度，政
治生日成为主题党日的常规动
作。今年以来，该局已为38名党员
干部过了政治生日。

“得益于对各项制度的梳理

规范，以往支部工作主动性不够、
针对性不强等问题得到有效解
决，现在每个季度、每个月各支部
应该抓什么、怎么抓，只要依据党
建工作任务清单，自主安排，主动
落实，就能把支部各项工作抓得
具体到位、有声有色。”谈起今年
支部工作的特点，用该局第十九
支部书记王小丰的话说，就是“规
范化、清单化、自主化”。

“现在，党支部规范化、标准
化建设搭上了大数据和云计算的
快车”，机关党委党建工作科科长
王津介绍，“目前，区局借助‘党员
旗帜在线’‘灯塔——— 党建在线’
两个党建平台，加强对支部工作
的指导和督查，有力促进了支部
工作的开展。”上半年，该局“旗
帜在线”党建工作先锋指数一直
名列前茅。该局党员政治理论知
识测试参与率达到100%，优秀率

达到94%，党员的党性观念得到
进一步强化，理论素质得到明显
提升。

一事当前，勇于站排头、当
先锋、打头阵，成为群众对身边
党员的基本评价。在全市税务系
统“千名干部进万企，税企同心
战疫情”专项行动中，党员主动
请缨，走在前列，到宣传疫情防
控税收优惠政策一线去，到助力
复工复产的企业去，积极帮助企
业纾难解困。据统计，截至6月20
日，该局共组织3211人次的党员
干部先后为1229户企业提供上
门服务，通过全方位落实疫情防
控税收优惠政策、积极为企业办
理税信贷款牵线搭桥、推行“容
缺办理”机制、开通税法宣传直
通车、成立税收政策顾问小组等
诸多举措，真正做到了为企业复
工复产提供税务动能。

在不温不火的股市行
情中，ST天业 (股票代码
600807)涨势如虹，2020年6月29
日，ST天业跳空以涨停板开
盘，创出近一年来的新高5 .16
元，之后股价缓缓回落，全日
上涨2 .24%，以5 .02元报收，均
线系统已呈多头排列。

记者查询公司公告发
现，济南高新城市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入主之后，ST天业
近期接连迎来多重实质性
利好。公司2019年年报显示，
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持
续提升，2019年度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12 . 45万元，同比增长
75 . 92%。截至2020年4月30日，
相关股东违规占用的公司
资金5774 . 44万元，已经全部
收回；为原控股股东天业集
团及其相关附属公司提供
的8 . 12亿元违规担保的风险
和未决诉讼，也已经收取全
额保证金，予以化解。鉴于
公司涉及其他风险警示的
情形已经消除，经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同意公司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申请撤销股票其他
风险警示。

北京市盈科(济南)律师
事务所证券团队杨泉军律
师认为：ST天业因为虚假陈
述被证监会处罚之后，已经
有众多投资者通过微信
gushi148委托维权，济南中院
下达投资者胜诉的一审判
决之后，投资者普遍担心上
市公司的赔偿能力不足。如
今ST天业走出财务困境，多
重利好推高股价，持有ST天
业的投资者喜笑颜开，前期
参加维权的投资者也预期
能够兑现赔偿。

根据判决书的认定，在
2015年4月2日至2018年5月2
日期间买入ST天业(曾用名
天业股份)股票的投资者，在
2018年5月3日之后，无论是
否卖出，都符合维权的条
件，仍然可以通过微信咨询
律师，或者自行向法院提交
立案材料。

ST天业利好推升股价
投资者期待兑现赔偿

沂南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沂自然告字〔2020〕12号

经沂南县人民政府批准，沂南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挂牌出让8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出
让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宗地基本情况和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单位：平方米、万元、年

注：宗地具体情况详见出让文
件。

二、申请人范围和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
规政策等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
加, 申请人只能单独申请。企业
住所不在沂南县境内的竞买申请
人必须在本县注册全资子公司参
加竞买并实施开发。

1、工业用途(含仓储物流)的
地块，竞买申请人拟建设的项目必
须是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中淘汰类、限制类以外的项
目，竞得后需持有以下相关手续方
能签订出让合同：

(1)建设项目立项手续：山东
省建设项目备案证明(备案类)或
关于xx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审批类)、关于xx项目核准的批

复(核准类)。(2)环保审批手续：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或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2、沂南县境内欠缴土地出让
金、闲置土地的用地者，不得参加
竞买。

三、申请与登记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实行网上交易，申请人应在

提出竞买申请之前索取并仔细阅
读宗地出让公告、规划条件的意见
等出让文件及相关要求，竞买申请
一经提交，即视为申请人完全接受
并愿意遵守上述文件规定和要求，
对宗地现状无异议。申请人须办理
电子签名认证证书后，登录临沂市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
上交易系统网站，在提交竞买申请
截止时间之前交纳竞买保证金，按
宗地下载出让文件，并按出让文件
要求和系统提示填写竞买申请书
并冻结竞买保证金。出让文件规定
申请人须提交其他材料的，申请人
应同时上传该资料的电子图片，由
出让人人工审核。

申请人提交竞买申请并冻结
竞买保证金的时间为2020年6月30
日上午9时至2020年7月27日下午5
时，逾期不予受理。申请人竞得土
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
的，在申请书中必须予以说明并明
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
内容。

四、挂牌时间、竞价方式
挂牌出让采取登录交易系统

网站网上报价方式，按照价高者得
原则确定竞得人。挂牌时间为2020
年7月20日上午9时至2020年7月29
日下午3时。挂牌时间截止时，交易
系统将询问竞买人是否愿意继续
竞价，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
的，择期转入网上限时竞价，通过
限时竞价确定竞得人。

五、资格后审查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挂牌出让实行竞买资格后审查
制度。竞得人应当在网上交易结束
后2个工作日内，持成交通知书、竞

买申请书、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
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
定代表人或代理人身份证及复印
件及本公告规定的相关资料原始
证件到沂南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审核，符合公告要求的签订成交确
认书，按程序签订出让合同；不符
合公告要求的，竞价结果无效，该
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重新挂牌
出让。

六、缴款到账有关事项
竞买人缴款到账以网上交易

系统反馈到银行系统的报文信息
为准。因网络延迟或网络不通，交
易系统不能向银行系统反馈缴款
到账信息的，属于单边账，视为缴
款不成功。缴款不成功的，银行将
做退款处理，竞买人在缴款后应及
时登录交易系统核对到账信息。竞
买人应当避免在截止期限前的最
后24小时缴款，如出现缴款异常情
况，请竞买人与出让人及有关银行
联系。

七、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的事项如有变更，出让人
将发布变更公告，届时以变更公告
为准。

八、出让宗地现场踏勘时间
申请人自行踏勘现场，出让人

可提供协助。
九、需要公告的其他事项：
1、电子签名认证证书办理地

点：振兴路东段路北，政务服务中
心418室，联系电话：05393617798

2、临沂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网址：
http://gtjy.lygtzy.gov.cn/

沂南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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