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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民众吐槽中期选举，“爆梗”频出：

“又要僵住了，这可真是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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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水县CB-2019080803-2021080201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沂水自然资规告字[2022]24号

二、申请人竞买资格要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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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
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2 .存在用地和规划方面违法违规
单位的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企业禁止
报名。凡在本县域内欠缴土地出让价
款等违规行为的单位及其控股股东、
该单位控股或投资的企业或其他组
织和法律法规政策等文件规定禁止
参加竞买的不得参加竞买。

3 .申请人须在沂水注册成立公司
进行开发建设。

三、竞买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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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至2022年12月19日
登录临沂市公共资源电子交易系统
获取出让文件，并按出让文件要求和
系统提示填写竞买申请书。

申请人拟在竞得土地后成立新
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须在申请书中
予以说明，并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
成、成立时间等内容。

四、竞买保证金缴纳及报价时间
申请人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

为2022年12月19日15时，逾期不予受理。
申请人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并

经交易系统确认后，方为具有报价资

格的竞买人。申请人取得竞买资格
后，必须在挂牌期内进行报价，否则
无法竞得建设用地使用权。

五、挂牌时间、竞价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实行网上交易(不接受其他方式
的申请)，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
得人。挂牌时间为2022年12月12日9时
至2022年12月21日15时。

挂牌时间截止时，如有多个竞买
人报价，交易系统将转入询问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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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询问期结束后直接进行网上限时竞
价(如确有特殊原因致使无法直接进

入网上限时竞价的，将在临沂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公告，择期进
行)，确定竞得人。

六、资格审查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

牌出让实行竞买资格后置审查制度，
竞得人在网上交易系统向其发出《成
交通知书》后3个工作日内持下列材料
到沂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进行资格
审查，办理《成交确认书》：1 .竞买申请
书(自行登录系统下载打印并加盖印
章)；2 .竞买资格确认书(自行登录系统
下载打印并加盖印章)；3 .成交通知书
(自行登录系统下载打印并加盖印章)；
4 .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5 .出价记录；
6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7 .授权委托
书；8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身份证及
复印件；9 .法人公章；10 .出让文件规定
的其他材料。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申请人应详细了解本次网上

挂牌出让地块现状及所列条件，提交
竞买申请即视同对本次网上挂牌出
让地块现状及所列条件无异议并全
面接受。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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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申请人请在网页提示下使用
网上交易系统，并慎重上传需提交的
资料。如上传虚假或与竞买申请无关
的资料扰乱网上交易活动的，申请人

将被列入沂水县土地市场诚信体系
黑名单。

(四)竞得人在网上交易系统向其
发出《成交通知书》后3个工作日内按
资格审查的要求提供有关材料。土地
竞得人不按上述要求提供材料或提
交虚假材料的，资格审核通过后应签
订《成交确认书》而不签订的，撤销竞
买资格，没收50%的竞买保证金(最高
不超过起始价的20%)，竞得结果无
效，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重新挂
牌出让。

(五)参加限时竞价的竞买人需使
用自备电脑登录交易系统参加限时
竞价。为保证网上限时竞价的顺利进
行，请按照《土地竞买人操作手册》要
求设置网络环境。(《操作手册》在临
沂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办事指南”专
栏，请认真阅读)。

八、联系方式
沂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土地

收购储备中心
地址：沂水县沂蒙山东路18号
咨 询 电 话 ：0 5 3 9 - 2 2 6 8 0 5 2 ，

13954966630
临沂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http:/

/ggzyjy.linyi.gov.cn/linyi/)
技术支持电话：0539-8770063
中国土地市场网 (h t tp ://www.

landchina.com)
沂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1月22日

经沂水县人民政府批准，沂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注：1 .本宗地出让范围内的原有土地权利证书、房权证书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注销废止。

2 .本宗地起始价中不含契税、办理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及开发
建设手续等应交纳的有关税费，并由竞得人缴纳。

3 .建筑设计要求：
1)建筑层数，住宅建筑:地上9F-11F；地下(-1F)-(-2F)。
2)配套公共建筑：地上1F-4F；地下(-1F)-(-2F)。
3)建筑限高：地上+36m；地下-10m。
4)建筑风格、建筑色彩及外墙材质要求：因宗地地处未来城市中

心区，建筑立面及第五立面应精心设计，与周围已建、拟建建筑风格、
色彩、材质相协调，沿淮河路建筑必须采用公建化立面处理形式。

4 .配建集中式体育健身场地，人均用地面积≥0 . 3㎡，且≥100
㎡(不计入绿地率)。

5 .用地红线至绿篱围墙线的景观绿化方案，需经县行政审批服
务局审查批复后，由开发单位设计、投资建设。

6 .交通组织方式：人车分流。
7 .须在合适位置为北侧地块预留公共通道(含地下车库出入口)。
8 .配套设施规定：公共配套服务设施应按照泰山路、淮河路、华

山路、清源河路围合的区域上会通过的总体方案进行配建。
9 .具体用地规划条件按沂规设[2022]5号文件执行。
10 .建设项目在施工过程中一旦发现文物，要立即停止施工，加

强保护，并在第一时间内告知文物主管部门。

宗地编号 土地坐落 出让面积（㎡）土地用途出让年限（年）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起始价（万元）竞买保证金（万元）

CB-2019080803-
2021080201

华山路以北、
淮河路以东

9216 居住用地 70 1 . 2-1 . 7 不大于35% 不小于35% 4424 4424

“多花钱买胜利”

有研究显示，本届美国中期
选举“账单”创下历史新高———
联邦以及州一级选举开支预计
累计超过167亿美元。随着佐治亚
州参议院席位的争夺进入“加时
赛”，总额还得继续追加。

美国埃默里大学公共卫生
研究员蒂坦吉在网上“吐槽”美
国选举“多花钱买胜利”的现象，
认为在选举上花这么多钱实在

“骇人听闻”，选举开销“无上限”
的同时，数以百万计没有医保、
无家可归和贫困的美国民众却
缺乏保障的底线。

有网友回复蒂坦吉说，选举
成了“投资”活动，这些政客上台
后能挣回更多的钱。

“只为权力的游戏”
两党选民对不同议题的重

视程度不同，凸显党派差异。两
党政客更是将议题“武器化”，以

刺激更多支持者出来投票。正如
美国《美洲》杂志网站刊文所言，

“选举的决定因素是对另一半的

恐惧，而不是辩论和理性论点”。
不少“明眼人”早已看破美

国竞选政治的门道，讽刺政客说
一套做一套。网友“克里斯”一针
见血地指出，这场选举压根就不
是关于通货膨胀、边境、犯罪、高
油价等美国民众关心的问题，而
是一场“只为了权力的游戏”。

高通胀、高油价让很多美国
人日子不好过，先遭受奶粉断
供，现在又面临柴油短缺，美国
政府难辞其咎。

“政府又要停摆了”

据美国媒体测算和统计，在
本次国会换届选举中，共和党从
执政的民主党手中夺下众议院控
制权，民主党守住参议院多数党
地位。这意味着，华盛顿再一次迎
来“分裂”国会，预计党派纷争、

“否决政治”将愈演愈烈，从而加
剧美国政治失灵和民意撕裂。

不少网友担心，华盛顿未来
两年将进一步陷入僵局，联邦政
府失能恐将更严重。有人讽刺
道：“又要僵住了呗！这可真是太

‘棒’了。”
美国民众对两党斗不停的丑

态、耽误事的政治僵局并不陌生。
在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后，参众
两院分别由共和党和民主党把
持，结果联邦政府因两党对立陷
入最久“停摆”，还出现了由民主
党控制的众议院对时任总统特朗
普发起弹劾、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手撕特朗普国情咨文讲稿副本等

“名场面”，一次又一次把华盛顿
“家丑”大白于天下。

据新华社

美国2022年中期选举结果基本明朗，但美国民众跨越线上线
下的“吐槽大会”意犹未尽，“爆梗”频出，深刻反映出他们对美国选
举乱象、国家现状的不满。

波兰总统对“假马克龙”说“真话”
杜达时隔两年被同一“恶搞”电话骗聊，称“不想同俄罗斯开战”

本报讯 波兰总统府当地
时间22日证实，上周与总统杜达
通电话的“法国总统埃马纽埃
尔·马克龙”其实是个冒牌货。对
方发布的通话内容显示，对于先
前西方媒体渲染的所谓“俄罗斯
导弹袭击波兰边境”事件真相，
波方似乎一开始就心知肚明。

波兰总统府在社交媒体“推
特”上说明，波兰东部靠近乌克兰
的赫鲁别舒夫县15日发生爆炸
后，杜达同多国元首和政府首脑
通话讨论该事件。其间，一个自称
马克龙的人打来电话。“杜达根据
对方谈话的方式意识到，这也许
是一个骗局，便挂断了电话。”

专搞这类恶作剧的俄罗斯喜剧
演员组合“沃万和莱克萨斯”事后
向法新社记者证实，那通电话确
是其所为。他们还把对话内容制
作成视频，发布在俄罗斯视频分
享网站上。

视频中，一名带有浓重俄罗
斯口音的人自称马克龙，同杜达
讨论了波兰边境爆炸事件。

“你好，埃马纽埃尔……谢谢

你打来电话。你或许清楚，形势非
常困难。”杜达在电话中说，爆炸
由一枚导弹引发，“我们不知道是
谁发射的”，正在等待调查结果。

“埃马纽埃尔，相信我，我格外谨

慎。我没有责怪俄罗斯人……我
不想同俄罗斯开战。”

杜达还说，波方没有考虑援
引《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要求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启动成员国集

体防御。
波兰边境爆炸事件发生后，

乌克兰方面马上把矛头指向俄罗
斯，俄罗斯则指责这起事件是蓄
意挑衅，目的是使局势升级。

波兰政府和北约16日说，没
有证据表明这是俄罗斯蓄意攻
击，造成爆炸的导弹很可能是乌
克兰军队拥有的S-300型防空导
弹，很大可能是乌方拦截俄方来
袭巡航导弹未果，导致乌方导弹
落入波兰境内。

在时长7分半钟的“恶搞”电
话中，双方谈及俄罗斯指认乌克
兰准备用放射性“脏弹”发动袭击
一事，杜达还对俄罗斯控制的扎波
罗热核电站不停遭炮击表示担忧。

“沃万和莱克萨斯”由俄罗斯
人库兹涅佐夫和斯托利亚罗夫组
成。两人多次上演“名人来电”把
戏，曾让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美
国已故联邦参议员麦凯恩、英国音
乐人约翰、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约翰
逊、英国哈里王子等人“中招”。

这是他们时隔两年再次拨通
波兰总统的电话。据法新社报道，
2020年，他们也曾假冒联合国秘
书长古特雷斯同杜达通电话，引
发外界对波兰总统办公室安全和
电话甄别问题的质疑。

综合新华社、中新网

网络视频截图。

2020年2月4日，特朗普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讲后，佩洛西将讲稿副本撕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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