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4月26日讯(记
者 谢晓丽) 4月26日，由
聊城市人民政府、山东省商
务厅主办，莘县人民政府承
办的首届山东聊城(莘县)瓜
菜菌博览会开幕，中国农业
大学副校长张建华、河南省
商务厅厅长张延明，山东省
商务厅副厅长王洪平，中国
蔬菜流通协会副会长陈明
均等嘉宾出席活动。副市长
马丽红主持开幕式。活动还
吸引了不少本地和外地的
客商来莘县洽谈业务，来自
17个省市自治区的355家单
位参展。

本届瓜菜菌博览会秉
承“以瓜菜菌为媒、以节会
交友”的理念，以“绿色、科
技、健康、共享”为主题，于4
月26日至28日在莘县会展
中心精心设置农产品、农
资、农业机械展销展览。记
者在展览大厅发现，聊城各

县区均设立了展位，宣传该
县的名优农副产品，除了本
地的企业外，还有不少来自
外地的客商参展，国外品牌
涉及阿拉伯、以色列、丹麦、
英国等国家，

自2012年起，莘县每年
举办一届瓜菜节，截至去年
已举办六届，取得了很好的
成效，不仅成为莘县的一张

“靓丽名片”，也成为莘县加
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生动实践。今年经省
政府批准，由聊城市人民政
府和山东省商务厅共同主
办，莘县人民政府承办“首
届山东聊城(莘县)瓜菜菌博
览会”，这是前六届瓜菜节
的延续和提升。

本届瓜菜菌博览会除
了集中展览外，还有香瓜赛
瓜会，香瓜电商节，农副产
品深加工项目推介会，农产
品产销对接洽谈会，瓜菜菌

产业发展高峰论坛，西瓜节
暨西瓜赛瓜会，以及农业观
光游等一系列活动。参展单
位355家，涉及17个省市自
治区，将集中展示现代农业
发展的新理念、新成果、新
技术、新产品。

莘县县委书记张国洲

在致辞中说，莘县将通过举
办瓜菜菌博览会，不断扩大

“莘县蔬菜”品牌的影响力，
形成“全国蔬菜看山东，山
东蔬菜看莘县”的格局，努
力办成一届面向未来、共赢
合作、更具实效的农业盛
会。

宗地编号： 2017-33 宗地面积： 20000 . 0平方米 宗地坐落： 烟庄街道办事处驻地、中天路西侧

出让年限： 工业用地50年 容积率： 大于或等于1 . 0并且小于或等于1 . 5 建筑密度(%)： 大于或等于35%并且小于或等于50%

绿化率(%)： 小于或等于15% 建筑限高(米)： 规划建筑层数为低、多层

土地用途明细： 工业用地50年 保证金： 400万元 估价报告备案号 3714718BA0101

场地平整：通路、通电、通讯、通暖、排水、供水
备注： 1、出让起始价400万元。 加价幅度 2万元

宗地编号： 2018-7 宗地面积： 8810 . 0平方米 宗地坐落： 冠县北馆陶镇315省道南侧、永恒路北侧
出让年限： 工业用地50年 容积率： 大于或等于1 . 0并且小于或等于1 . 5 建筑密度(%)： 大于或等于45%并且小于或等于70%
绿化率(%)： 小于或等于15% 建筑限高(米)： 规划建筑层数为低、多层

土地用途明细： 工业用地50年 保证金： 155万元 估价报告备案号 3714718BA0103

场地平整：通路、通电、通讯、通暖、排水、供水

备注： 1、出让起始价155万元。 加价幅度 1万元

宗地编号： 2018-13 宗地面积： 2473 . 5平方米 宗地坐落： 冠县东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南侧、北侧
出让年限： 住宅用地70年 容积率： 大于或等于2 . 5并且小于或等于3 . 3 建筑密度(%)： 大于或等于15%并且小于或等于30%

绿化率(%)： 大于或等于35% 建筑限高(米)： 规划建筑层数为低多、高层

土地用途明细： 住宅用地 保证金： 518万元 估价报告备案号 3704918BA0075

场地平整：通路、通电、通讯、通暖、排水、供水

备注：
1、出让起始价518万元。为了达到与周围土地使用权期限一致，该宗土地的

终止日期为2080年10月20日
加价幅度 10万元

宗地编号： 2018-14 宗地面积： 20749 . 6平方米 宗地坐落： 柳林路南侧、花留庄土地北侧

出让年限：
住宅用地 7 0年、商服

用地40年
容积率： 大于或等于1 . 5并且小于或等于2 . 2 建筑密度(%)： 大于或等于10%并且小于或等于30%

绿化率(%)： 大于或等于35% 建筑限高(米)： 规划建筑层数为低多、高层

土地用途明细：住宅用地、商服用地 保证金： 3112万元 估价报告备案号 3704918BA0074

场地平整：通路、通电、通讯、通暖、排水、供水

备注：
1、出让起始价3112万元。2、其中住宅用地占总用地面积95%，商服用地占总

用地面积的5%。
加价幅度 63万元

宗地编号： 2018-15 宗地面积： 13277平方米 宗地坐落： 清泉路西侧、花留庄土地北侧

出让年限：
住宅用地 7 0年、商服

用地40年
容积率： 大于或等于1 . 5并且小于或等于2 . 2 建筑密度(%)： 大于或等于10%并且小于或等于30%

绿化率(%)： 大于或等于35% 建筑限高(米)： 规划建筑层数为低多、高层

土地用途明细：住宅用地、商服用地 保证金： 1992万元 估价报告备案号 3704918BA0073

场地平整：通路、通电、通讯、通暖、排水、供水

备注：
1、出让起始价1992万元。
2、其中住宅用地占总用地面积93%，商服用地占总用地面积的7%。

加价幅度 40万元

宗地编号： 2018-16 宗地面积： 45175 . 12平方米 宗地坐落： 杭州路南侧、苏州路北侧

出让年限： 医疗卫生用地50年 容积率： 大于或等于1 . 6并且小于或等于2 . 2 建筑密度(%)： 大于或等于25%并且小于或等于40%

绿化率(%)： 大于或等于35% 建筑限高(米)： 规划建筑层数为低多、高层

土地用途明细： 医疗卫生用地 保证金： 2968万元 估价报告备案号 3715418BA0109

场地平整：通路、通电、通讯、通暖、排水、供水

备注： 1、出让起始价2968万元。 加价幅度 136万元

宗地编号： 2018-17 宗地面积： 12359 . 06平方米 宗地坐落： 苏州路北侧、清泉路东侧

出让年限： 医疗卫生用地50年 容积率： 大于或等于0 . 8并且小于或等于1 . 5 建筑密度(%)： 大于或等于10%并且小于或等于20%

绿化率(%)： 大于或等于40% 建筑限高(米)： 规划建筑层数为低多、高层

土地用途明细 医疗卫生用地 保证金： 724万元 估价报告备案号 3715418BA0110
场地平整：通路、通电、通讯、通暖、排水、供水

备注： 1、出让起始价724万元。 加价幅度 38万元

冠县国土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公开出让公告
(冠国土告字[2018]0005号2018/4/27)

经冠县人民政府批准,冠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公开挂牌方式公开出让7(幅)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

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受让人。

四、本次公开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公开挂牌出让文件。

申请人可于2018年4月27日至2018年5月29日到聊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冠县分中心(http://www.gxggzyjyxx.cn)土地交易入口获取公开挂牌出

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18年4月27日至2018年5月29日到 聊城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东昌府区昌润路153号市政务中心三楼CA办理窗口) 办理CA

数字证书。交纳投标、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5月29日17时。经

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投标、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

2018年5月29日17时前确认其投标、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挂牌活动定于2018年5月17日10时00分在聊

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冠县分中心 (http://www.gxggzyjyxx.cn)进行。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报名时间自2018年4月27日8时00分开始，至2018年5月29日17时截止(以竞

买保证金到帐时间为准)。(二)网上交易时间自2018年5月17日10时00分开始，

截止时间：2017-33号地块：2018年5月30日10时00分；2018-7号地块：2018年5月

30日10时05分；2018-13号地块：2018年5月30日10时10分；2018-14号地块：2018

年5月30日10时15分；2018-15号地块：2018年5月30日10时20分；2018-16号地块：

2018年5月30日10时25分；2018-17号地块：2018年5月30日10时30分。网上交易期

间 竞 买 人 在 聊 城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中 心 冠 县 分 中 心 ( h t t p : / /

www.gxggzyjyxx.cn)土地交易入口进行竞价。

(三)竞买保证金通过网上交易系统于网上交易活动交易截止前一个工

作日 ,即2018年5月29日17时前交到指定账户(以竞买保证金到帐时间为

准)。否则，将无法获得竞买资格。如不成交，保证金在竞买活动结束后5

个工作日内退还，不计利息。

(四)其他事项1、本次公开出让的详细资料和竞买要求请登陆聊城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冠县分中心(http://www.gxggzyjyxx.cn)。2、本次公开出让土地不接受电

话、邮寄及口头竞买。3、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公开挂牌出让文件和竞买须知

(聊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冠县分中心http://www.gxggzyjyxx.cn)。

(五)现场踏勘时间及集合地点：现场踏勘时间定于2018年5月11日上午9

时，集合地点在冠县国土资源局，竞买者也可自行到现场踏勘。

八、联系方式与地址 联系地址：冠县冠宜春西路82号 联系人：冯先生

联系电话：0635-7125618

冠县国土资源局 冠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聊聊城城((莘莘县县))瓜瓜菜菜菌菌博博览览会会开开幕幕
扩大“莘县蔬菜”影响力，办成一届农业盛会

首届山东聊城(莘县)瓜菜菌博览会开幕。

4月26日下午，首届聊
城 (莘县 )瓜菜菌博览会香
瓜赛瓜会成功举办。本次
大奖赛设瓜王、瓜后两个
奖 项 ，分 设 一 、二 、三 等
奖，来自莘县河店镇东郭
村的郭贵虎选送的两个香

瓜分别夺得瓜王、瓜后两
个一等奖，获得两辆电动
轿车。

在比赛现场，工作人
员将香瓜称重。切块后放
在专家评委面前，接受他
们的品评。香瓜大奖赛首

先进行瓜王比赛，1 7个香
瓜先后进入瓜王的竞选环
节。随后，3 4 个香瓜进行
了 瓜 后 评 选 ，以 中 心 糖
度、口感质地外观及单瓜
重量进行评分。

经 过 专 家 的 层 层 评

选，最终来自莘县东郭村
的郭贵虎选送的两个香瓜
分别夺得瓜王、瓜后，一人
获得两辆电动轿车。“真的
很高兴，也很感谢政府给
了我们展示成果的平台。”

本报记者 谢晓丽

香瓜赛瓜会评选瓜王、瓜后

莘莘县县一一瓜瓜农农获获得得两两个个一一等等奖奖

记者了解到，莘县农业资源丰
富，产业特色鲜明，是国家级生态示
范区、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
安全示范区、中国香瓜之乡、中国双
孢菇之乡、中国蔬菜第一县。该县以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现代农业实
现了高端发展。全县拥有日光温室
大棚30万座、大中小拱棚20万亩。瓜菜
菌常年播种面积100万亩，年产量达
到500万吨。是全国最大的香瓜生产
基地，北方地区著名的无公害韭菜、
大红西红柿、秋延迟黄瓜、早春豆角、
晚秋香菜生产基地和全国生猪调出
大县。全县拥有供港澳蔬菜基地、上
海外延蔬菜基地、北京外延蔬菜基地
三大基地，今年被商务部认定为国家
外贸转型升级(蔬菜)基地。

莘县是聊城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的核心区，中原现代农业嘉年华等
一批高端农业项目建成运营。大力
实施品牌战略，先后注册了“莘县香
瓜”、“莘县蘑菇”、“莘县西瓜”、“莘
县韭菜”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莘
县蔬菜”集体商标。全县“三品一标”
品牌总数达到196个，“聊·胜一筹！”
品牌授权使用企业16家，“莘县蔬
菜”进入2017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价值百强，农产品全程可追溯、
监管全覆盖，行销北京、上海、天津
等全国各大中城市，出口俄罗斯、韩
国、日本、港澳等20多个国家和地
区。 本报记者 谢晓丽

莘县“三品一标”

品牌总数达到196个

2018年4月23日，在莘县新华路中
段，莘亭街道张吕家村贫困户吕玉奇
的盲人按摩室终于开业了。

吕玉奇属于特困家庭，自己先天
失明，妻子赵敏高位截瘫。2016年3
月被纳入贫困户后，帮包干部王一
多次走访，并和村干部共同探讨精
准扶贫措施，本着扶贫先扶志的原
则，确定出“手工织财路，按摩写新
章”的脱贫举措。王一同志帮助赵
敏联系到编织中国结的手工零活，

足不出户便可完成，每月可增加收
入近2000元。针对吕玉奇失明身体
健康的特点，王一将其送到济南专
门学习盲人按摩技术，经过一年多
的学习实践，吕玉奇已经能够独立
进行按摩操作。

在多方的关注下，吕玉奇盲人按
摩工作室在4月23号这一天终于开业
了，吕玉奇也由衷地感叹：感谢党和
政府，感谢那么多的好干部、好心人。

(李伟)

莘县莘亭街道扶贫路上见实效

为更好地推进脱贫攻坚活动深
入开展，大布乡创新方式，大力开展

“六个一”活动，丰富活动载体，确保
活动取得实效。

一是办好一件群众满意的事。深
入到农户家中，围绕群众需求，为群
众办一件实事。二是落实一项包村好
举措。各包村帮扶单位围绕脱贫攻
坚、民生保障等重点，为所包村落实
一项好举措，帮助所包村至少解决一
个实际困难。三是组建一支宣传志愿
队。各村从党员、民间艺人中选聘5-7

人担任政策宣传志愿者，宣传党的十
九大精神，脱贫攻坚等政策知识，提
升政策知晓率。四是创建一批生态宜
居组。各村在村办公室、路边等附近
选取1-2个小组，大力开展环境整治，
改善村容村貌。五是评选一批文明示
范户上四德榜。六是表彰一批党员

“双带”之星。对全乡涌现出的带头致
富、带领群众脱贫致富有突出贡献的
党员给予表彰，激发党员干事创业热
情，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岳彩青)

阳谷县大布乡“六个一”助推脱贫攻坚

十五里园镇依托画荷国画文化
产业，积极开展文化产业扶贫，既为
企业赢得了效益，同时为广大贫困户
增加了收入，实现了企业发展和脱贫
攻坚双赢。

该镇牛吴村结合当地种荷优势，
积极引进画荷项目，成立阳谷国兴文
化产业有限公司，邀请高校专业教授
对参加人员进行培训，手把手传授绘
画技能。通过培训学习，原来只会拿锄
头干农活的农民新增了绘画本领。画
荷产业，还吸收当地部分贫困户、残疾

人、留守妇女等弱势群体，增加他们的
收入，目前人均月增收1000元以上。画
荷村的荷花作品由专业销售团队，销
售到北京、天津、上海等一线城市，部
分作品还销售到日本、韩国、新加坡等
国家，目前已吸引了部分外地游客络
绎不绝来“画荷第一村”牛吴村参观。
牛吴村下一步的目标是着力打造中国
画荷第一村，让画荷产业不仅在十五
里园镇开花，而是做成带动整个阳谷
县发展的文化产业，带动更多贫困户
实现脱贫。 (郭素彦 丁燕)

阳谷县十五里园镇画荷产业助推精准扶贫

丢失声明
临清万悦置业有限公司开户许可证不慎丢失，核准号：J4712000618302，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清新华路支行，账号：23122266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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