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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莒南县人民政府批准，莒南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挂牌

出让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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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1 .该3宗地出让范围内的原有土地权利证书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废止。2 .该宗地具体情况详见出让文件。3 .出让土地

为现状土地，出让人不负责出让地块的清理和整理；地下管道、管

线等迁移、移位、清理等，均由竞得人自行处理。出让人对出让地

块的瑕疵不承担任何责任。

二、申请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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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列入莒南县土地市场诚信体系黑名单的

外，均可申请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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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须

办理电子签名认证证书后，登录临沂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交

易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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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人工审核。网上交易不接

受除网上竞买申请以外其他方式的申请。

申请人提交竞买申请并冻结竞买保证金的时间为2022年5月
19日上午8时30分至2022年6月6日下午3时30分，逾期不予受理。

竞买人模式下实行“一竞买人一地块一子账号”，竞买人每次竞买

土地时必须重新生成子账号，不能使用以前生成的子账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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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

请人可于2022年5月10日至2022年6月6日到临沂市公共资源网上

交易系统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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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30日上午8时30分至

2022年6月8日上午9时。挂牌时间截止时，交易系统将询问有报价

的竞买人是否愿意继续竞价，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无

需缴纳差价保证金，询问期结束后直接进入网上限时竞价(中间

没有时间间隔)，如遇特殊情况会在临沂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

公告择期进行人工现场竞价，通过竞价确定竞得人。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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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竞买人与有关银行及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联系。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的事项如有变更，将

发布变更公告，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七、出让宗地现场踏勘时间

申请人自行踏勘现场。

莒南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地址：莒南县隆山路与文化路交会处向

西500米路南(文化路以南、北三路以北、文体路以西、文博路以东)。

咨询电话：0539-7229618 7919198-8518

技术支持：0539-8770063

莒南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5月10日

莒南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莒南自然资规告字〔2022〕1号)

宗地

编号
土地坐落

出让

面积

（㎡）

土地

用途

出让

年限

（年）

规划条件

起始

价（万

元）

竞买保

证金

（万元）

加价

幅度

（万

元）

备注

莒南2021

-G76号

县城南环路西
段北侧，北至福
祥社区地，东至
桂名园饭店，南
至南环路，西至
刘建田。

3683

商
业
用
地

40年

容积率≤

1 . 2，建筑

密度≤

30%，绿地

率≥25％

443 443 5

莒南2018

-G59号

新建路中段西
侧，北至莒南县
富华置业有限
公司，东至新建
路，西至莒南县
富华置业有限
公司，南至嵋山
路。

11154 . 1

居
住

商
业
用
地

居住

用地

70年

商业

用地

40年

1 . 0＜容积

率≤3 . 0，

建筑密度

≤35%，绿

地率≥

35％

2778 2778 30

商住比3:7分摊
商业用地3346
平方米，分摊
居住用地
7808 . 1平方米，
本宗地涉及拆
迁安置，竞得
者需优先安置
20户搬迁户和
12户沿街商
户，参加竞买
土地者首先要
与莒南县住房
保障中心签订
安置房回购协
议，作为参加
土地竞买的前
置条件

莒南2018

-G70号

隆山路西侧、南
二路北侧。四
至：北至大成社
区地，东至莒南
县人民政府储
备用地，南至南
二路，西至大成
社区地。

19882 . 3

仓
储
用
地

40年

容积率≤

1 . 5，建筑

密度≤

50％，绿

地率≤

15％

507 50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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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人90：99不敌热火出局，恩比德砍下20分

得不到的MVP，打不赢的心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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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冯子涵

错失了常规赛MVP，夺冠之
梦又破碎，这个赛季的恩比德，遗
憾颇多。

北京时间5月13日，NBA东
部半决赛第六场，恩比德所在的
76人在主场以90：99不敌热火，大
比分2：4被淘汰出局。至此，76人
已经连续21年无缘分区决赛了。

此役，恩比德状态不佳，进攻
端表现低效，很少冲入三秒区。赛
季最后一战，他交出了20分12篮
板2助攻1盖帽的成绩单。看起来
还不错的数据背后，是24投7中的
低命中率。

在此前的天王山之战中，恩
比德更加“迷茫”。整场比赛，他仅
砍下17分5篮板，特别是在上半场，
恩比德只有6次出手，得到6分。

连续两场比赛都表现低迷，
有不少人认为恩比德是受到了心
理因素的影响。

知名评论员巴克利直言，恩
比德在第五战中完全不在状态、
没有斗志，主要原因是被没有拿
到MVP这件事影响了。

在比赛还剩1分钟结束时，恩
比德被替换下场，只见他低头掩
面，不知是不是在回味自己“高开

低走”的赛季。
征途虽然结束了，好在恩比

德还有一个常规赛得分王的荣
誉。但明眼人都知道，他其实对
MVP更有执念。

连续几年的全明星赛，他都

是詹姆斯对立阵营的核心支柱，
但每次都功亏一篑。在热闹的颁
奖时刻里，他隐入黑暗，眼睁睁看
着对立阵营里的莱昂纳德、字母
哥、库里等对手，依次捧起全明星
MVP的奖杯。在争夺荣誉的道路

上，恩比德连续两年与约基奇争
夺常规赛MVP，但最终都沦为

“陪跑者”。
在谈到约基奇连拿常规赛

MVP时，恩比德大方地送上了祝
贺：“显然，恭喜约基奇，他值得

MVP。”但随后，他的发言显得有
些无奈：“我不知道自己还需要做
什么才能赢得MVP，在这一点
上，随便了。”

除了落选常规赛MVP外，再
一次止步东部半决赛，也给恩比
德拉响警报。他已经28岁，处在生
涯巅峰阶段，但至今尚未晋级分
区决赛，这无疑是极为悲情的事。

虽然没有像上个赛季出局时
痛哭流涕，但面对接二连三的打
击，恩比德在第六场比赛结束后
还是显得有些崩溃。

他首先对过去的队友、如今
的对手巴特勒送上了称赞：“他是
我的兄弟，他非常强硬，我为他感
到骄傲。我至今还是没想明白当
年是怎么放他走的，希望还能与
他一起战斗。”

而对现任搭档哈登，恩比德
却毫不掩饰自己对他的批评：“很
明显的是，我确定自从我们得到
他，所有人都期待着哈登打出在
火箭时期的表现，但是他现在不
再是那样的球员了。”

现在的恩比德或许还不够成
熟，没有为赢球、赢得MVP做好准
备。希望恩比德能在一次次失利中
破茧成蝶，成为真正的赢家，拿到
那座属于自己的MVP奖杯。

记者 怀晓

北京时间5月12日晚，在泰国
曼谷举行的2022汤姆斯杯羽毛球
团体赛1/4决赛中，中国队以0：3
完败于卫冕冠军印尼队，时隔6年
再度无缘汤杯四强。

随着被横扫出局，国羽男队也
追平了在汤姆斯杯中的最差成绩。

2016年的昆山，国羽止步八
强，创下参加汤姆斯杯以来的历史
最差战绩。今年的曼谷，国羽追平
了这个战绩，或者说还不如上次。

毕竟在6年前，林丹还为团队
拿下一分，而这一回，赵俊鹏、刘
雨辰/欧烜屹、李诗沣三场皆负，

遭印尼队横扫。
这样的结果令人遗憾，但其

实也客观反映了目前队伍的实力
和水平。

本届汤杯，国羽男队以年轻人
和新组合为主。小组赛时，队伍获
得2胜1负的战绩。在与丹麦的比赛
中，男单丢了2分，男双也丢了1分。

1/4决赛面对印尼队，从阵容来
看，中国队的新人和新组合不论从
成绩、世界排名还是经验上都不如
对手，比赛过程也证明了这一点。

或许有人把此次男队折戟曼
谷归咎于阵容不完整，因为并未
完全退役的奥运冠军谌龙和被称
为领军人物的石宇奇缺阵。

前者在去年的陕西全运会上
已经表态，基本不再参加国际比
赛。至于石宇奇，由于去年汤杯半
决赛退赛而被队内处罚禁赛一
年，加上不断的伤病以及赛场上
欠缺霸气等性格原因，也让他近
几年来的发挥不稳定。

在汤杯历史上，中国队曾10
次夺冠，最辉煌时拿到五连冠。本
届比赛，中国队以年轻阵容出战
汤杯，单打和双打选手的世界排
名都在20位开外，整体实力是历
届汤杯阵容中最差的。

缺少了谌龙、石宇奇，国羽此
次征战汤杯的男单至多是世界二
流水准，男双也都是搭档不久的

全新组合，无一世界名将，这样的
阵容确实没办法与夺冠热门印尼
相抗衡。

参加本届汤杯的选手中，仅
有22岁的李诗沣最年轻，而一号
男单陆光祖、排在第二的赵俊鹏
都已26岁。像他们这般年纪，当年
的林丹早已是世界第一、世锦赛
和奥运会冠军。

从这一点上来看，国羽的后
备力量和人才有些令人悲观。

目前，国羽男队正在经历新
老交替，李诗沣、翁泓阳等年轻球
员有冲击力，但缺乏大赛经验，新
组合在配对上还不够默契，队员
的技术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张军赛
前就表示，2018年国羽汤杯夺冠
时阵容实力更为均衡，而如今则
面临单打强将缺席、双打重新磨
合等诸多挑战。

赛前，男队的目标是力争打
入四强，如今止步八强也在意料
之中。正处于新老交替时期的国
羽男队，还需要时间和更多的比
赛去磨炼、提高。

想要重现荣光，前途道阻且长
国羽止步汤杯八强，追平历史最差战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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