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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长乐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2022年第八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
经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政府批准（长政综〔2022〕100号），福州市长乐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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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规划指标

宗地编号

2022 滨工
挂-10号

宗地位置

福州滨海新城临空经济区
仙昙北路北侧、文松右路东侧

土地
面积
（亩）

11.18

土地用途

二类工业用地
（M2）

准入
产业
类型

纺织业

主要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3
≤1.8

建筑密度

≥38％
≤45％

绿地率

≥15％
≤20％

出让
年限
（年）

50

投资
强度

（万元/亩）

≥400

年产值
（万元/亩）

≥500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52

挂牌
起始价
(万元)

260

二、竞买申请人范围及资格要求

竞 买 申 请 人 应 提 交 企 业 法

人 营 业 执 照 、预 申 请 材 料 等 相

关文件。

三、保留价和加价幅度

2022滨工挂-10号地块加价幅

度 5万元，不设保留价。

四、挂牌方式及竞价方法

1. 采取在“福建省土地使用权

出让管理系统（网上交易模块）”

挂牌的方式进行。竞买申请人登

录“福建省土地使用权出让管理

系统（网上交易模块）”（以下简称

网上交易系统）注册登记，提出竞

买申请，经挂牌人审查确认，获得

登录网上交易系统的竞买号和初

始交易密码，在规定的期间内登

录网上交易系统进行网上报价和

竞买等。

2.竞买人初次报价可等于或大

于挂牌起始价，之后每次报价必须

比当前最高报价递增一个加价幅

度以上的价格（不要求按加价幅度

的整数倍报价）。挂牌出让按照价

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五、挂牌出让时间

1. 竞买申请的报名时间：2022

年 8 月 29 日 9:00 至 2022 年 9 月 8 日

17:00。

申请人的竞买保证金必须于

2022 年 9 月 8 日 16:00 前汇至福州

市长乐区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保证金账户。

经审查，申请人具备申请条件

的确认其竞买资格。

2. 挂牌交易期限：2022 年 8 月

30日 9:00至 2022年 9月 13日 17:00。

3. 网上交易系统接收、确认数

据信息的时间以系统服务器自动

记录的时间为准。

六、竞买保证金银行账号

户名全称:福州市长乐区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1）账号:110510100100275774

开户银行:兴业银行长乐支行

（2）账号:1402070129600112891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长乐

市支行

（3）账号:35050161710709666888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乐支行

（4）账号:100056970960010001

开户银行:福建海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乐支行

（5）账号:13190101040012805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长乐

市支行

（6）账号:8111301011500539877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福州长乐支行

（7）账号 :901061001001000022

9419

开户银行:福建长乐农村商业

银行营业部

（8）账号:415681496233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长乐支行

（9）账号:43050078801400000414

开户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长乐支行

七、其他事项

1.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挂牌出让的挂牌人为福州市长

乐区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竞买

申请人应于竞买申请的报名时间

内到指定地点（福州市长乐区首占

镇和谐路 57 号财富广场 1#1a#楼

行政服务中心七层 712 室）获取本

次挂牌出让文件，领取人需携带本

人身份证。

2.竞买申请人应认真阅读交易

须知，并在竞买申请的报名时间内

向挂牌人提交有效的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证明、身份证（或护照）、

竞买保证金的缴款凭证（申请人的

竞买保证金必须汇至指定的账户）

及相关证明文件，并在规定的期间

内登录网上交易系统进行网上报

价和竞买。

3.上述地块竞得人必须出具承

诺函，承诺将来因政府建设需要，

需征用地块的部分或全部土地，竞

得人应无条件配合政府征收并自

行负责拆除涉及的建筑物，政府按

本次土地出让单价标准（扣除使用

年限）加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给予补

偿外，仅对地面建筑物进行补偿，

设备搬迁损失等其他各项费用由

竞得人自行负责。

4.上述地块土地成交价款包括

征地费、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

用费、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金、耕

地开垦费、出让业务费等。城市基

础设施配套费、耕地占补平衡指标

费（3 万元/亩）、耕地占用税、契税

及由区土地发展中心代缴的植被

恢复费等林地报批费用由竞得人

自行缴纳。耕地占补平衡指标费

用和植被恢复费等林地报批费的

开票及缴款事宜由区土地发展中

心负责。

5.上述地块竞得人应在土地出

让合同签订之日起 30日、60日内分

两次缴纳成交价款的 50%、50%。

上述分期缴款不计利息。

6. 上述地块按现状供地，交地

工作由属地乡镇负责。

7. 上述地块竞得人必须在土

地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 6个月内办

理用地规划许可证。

8. 上述地块竞得人在交地之

日起 6 个月内动工建设，动工之日

起整体工程两年内全部建成投产；

若在 6 个月内未动工建设，政府无

条件收回用地重新安排项目；若在

2 年内没有完成建设，政府按出让

价收回其余未建设用地，重新安排

项目。

9. 上述地块投产后每年税收

不少于 20 万元/亩。投产后，由

地块所在工业区管委会牵头相关

部门启动监管工作，税务部门依

法征收。

10. 上述地块竞得人须在地块

所在区税务部门依法纳税，建设施

工单位也应在地块所在区税务部

门依法纳税。

11. 上述地块竞得人未取得项

目核准（备案）、环境影响评价批复

文件的，不得办理抵押登记。

12. 上述地块竞得人应执行福

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十七部

门《关于印发福建省促进砂石行业

健康有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

（闽发改商价〔2020〕748 号），对经

批准设立的工程建设项目在工程

施工范围内及施工期间采挖的砂

石，除项目自用外，多余部分交由

区级人民政府组织在公共资源交

易平台公开有偿处置。

13.上述地块竞得人应根据《福

州滨海新城总指挥部关于印发长

乐区耕作层剥离再利用工作方案

的通知》（滨海新城总〔2018〕14号）

及《关于印发福州滨海新城配比土

生产供应工作方案（试行）的通知》

（长建滨海〔2020〕22号）文件精神，

主动对接并无条件配合福州新区

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开展耕作

层及表土剥离工作。

14. 上述地块竞得人应对建设

过程建筑垃圾的外运、土方回填等

处置行为负责，遵循“区域内优先

平衡，区域外严格控制，工地内部

减量消化，项目间平衡互补”原则，

按时准确申报土方回填或外运需

求，执行《滨海新城建筑垃圾管理

实施细则》规定，服从政府市容环

境卫生主管部门统一调配。

15.上述地块应按照《福州市长

乐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装配

式建筑的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

（长政综〔2019〕221号）执行。

16.上述地块竞得人应按照《福

州滨海新城城市信息模型交付通

用标准（试行）》（新区规发〔2020〕9

号）要求将项目模型数据提交当地

规划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17. 上述地块竞得人应在签订

成交确认书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与

区政府确定监管部门（航空城管委

会）签订项目履约监管协议。

18. 本次挂牌的详细资料和具

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文件。参

加挂牌的申请人可于报名申请时

间内 (工作日 )到福州市长乐区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获取挂牌出

让文件。

19. 本 公 告 内 容 与 挂 牌 出 让

文件不一致的，以挂牌出让文件

为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福州市长乐区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591-28828805

联系地址：福州市长乐区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电话：0591-28810219

福州市长乐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8月6日

长自然挂〔2022〕8号

“00后”医学生
捐献造血干细胞
徐欢：患者有需要，必须挺身而出

本报讯（记者 林文婧 见习记者 唐蔚嫱
通讯员 薛昀）5日上午，在协和医院血液科，来
自福建医科大学护理学院的大四学生徐欢成
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福州市第 96例、福建
省第351例非亲缘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2020年，19岁的徐欢在学校内献血时，志
愿报名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

今年4月，徐欢接到红十字会的电话，得知
自己与一位血液病患者初配型成功。“自己的
造血干细胞能帮助一个生命延续希望，我毫不
犹豫地答应了。”随后，徐欢积极配合，5月底，
顺利完成了捐献前的高分辨配型和体检。

徐欢的善举也得到了家人的支持，但也有
一些不解的声音。“我告诉他们，在成为医学生
的那一刻，我的生命便与‘救死扶伤’这四个字
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此刻，就有一位患者需要
我挺身而出，我怎么能退缩呢？”徐欢说。

本报讯（记者 沐方婷 通讯
员 游振云）夏季气温高、空气湿度
大，食品中细菌较易繁殖，是食品
安全事故高发、易发的敏感时段。
近日，我市启动“夏季食品安全攻
坚专项行动”，集中治理食品安全
突出问题和重点隐患，全力守护老
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8月 5日，在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执法人员与多家媒体的见证下，
市人大代表郑书鸿从 10家网红餐
饮店、酒店中随机抽取一家，随后

该局抽检人员直奔现场，前往禧悦
楼（福飞南路店），现场开展今年以
来的首场“你点我检”行动。

有无食品经营资质？餐饮后
厨卫生如何？食用农产品是否农
兽药残留超标？检查中，执法人员
严格按照监管程序，不放过任何一
个食品安全隐患，对“后厨放有未
经清洗的鸡蛋”“紫外线消毒灯位
置不对”等不符合规范的行为，执
法人员现场一一指正，要求商家整
改。同时，抽检人员对该店后厨中

的“农副产品可能存在的农兽药残
留超标问题”也进一步检验确认。

根据最新发布的《福州市夏季
食品安全攻坚专项行动方案》，本次
全市夏季食品安全攻坚专项行动从
7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从种养殖、
食品生产、食品流通、餐饮服务、特
殊食品生产经营5大环节，对食品安
全进行全方位、全过程严格监管。

行动围绕农业源头风险防控，
食品检验检测，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监督检查，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

打击 4大工作措施，重点对“粮油
肉蛋”等民生必需品、“涉老涉小”
食品、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网络
餐饮、进口冷链食品等社会关注度
高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开展集中
排查整治。

同时，对社会关注度高的校园
食品安全，方案也作了具体部署，
将安排开展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抽
检 2000 批次，对供校集体用餐配
送单位，要按照D级风险管理单位
要求，进行全覆盖检查、全覆盖风

险评价、全覆盖抽检，责任监管人
员每季度至少保证一次全天候现
场驻企监管。

监管部门也将对近两年来被
检出不合格的食用油生产企业进
行跟踪抽检，对近年来发现一次以
上不合格食品问题的企业进行重
点检查，如再发现问题的，从严从
重查处，坚持“零容忍”态度，坚决
依法从严查处生产销售过期食品、
不合格食品、以次充好等违法违规
行为。

宽敞的村道干净整洁、房前屋
后无一杂物，蝉鸣绿荫下，菜园竹
篱围得规整别致……来到闽清县
金沙镇，一幅山清水秀的田园画卷
缓缓铺开。

上月底，金沙镇 18 个村全面
推行人居环境整治积分制，提前一
年实现全覆盖。“小积分成为‘指挥
棒’，越来越多村民参与乡村治理，
共绘田园美景。”金沙镇相关负责
人说。

在金沙镇，墘面村是当地积分
制的“开路先锋”。

该村村域面积广，从事种植养
殖的人多。过去，房前屋后总堆着
村民的农具，乱搭乱建屡见不鲜。

“谁能想到以前这里的水都是
臭的。”顺着墘面村村主任郑存义
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如今的池塘
碧波荡漾，连片的三角梅生机勃
勃。

在闽清全面推行的“六清”专
项行动中，墘面村积极响应，干
部争作表率，村民踊跃配合，“六
清”之风吹过，曾经脏乱的村子

焕然一新。
如何让这场“大扫除”的成果

长久地保持下去？培养常态化的
卫生习惯成为该村发力重点。

环境卫生评比前 50户奖励 20

积分、破坏环境卫生扣除 10分、参
与调解村内矛盾纠纷奖励 20分~
200积分……2020 年 7月，挂着喜
庆红布的“道德超市”开进了村委
会。

在超市墙上，以家庭为积分
单位，赋值量化、打分考核的评
分表成了村民不时查看的“参考
书”。

“各村村民代表、小组长、网格
员等多方组成考评组，月末按照积
分制考评表及其细则，最大限度保
证积分评比公平公正，让村民放
心。”金沙镇相关负责人介绍，积分
可以兑换各种日常生活用品，这让
村民参与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的热
情大大提高。

扫去小庭院里飘落的枝叶，往
圈养母鸡的围栏里添上饲料，认真
落实“门前三包”……连续多次登
上积分制“红榜”的村民林宝月已
将房前屋后的清扫当作常态。“以
前鸡鸭满地走，现在有了积分评
比，卫生越好分越高，能换的东西
也越多，大家搞卫生的积极性越来
越高，有不好的行为也会相互提
醒。村里每天都干净漂亮，可舒心
了。”

墘面村，“道德超市”在两年间
升级为“爱心公益超市”；下林村，

优质商户也能成为积分兑换超市，
村民们可用积分兑换更多品类的
生活用品，参与积极性持续提升。
金沙镇里，“积分超市”正不断“扩
张”。

每月一次的积分考评成为村
民们常常挂念的“月考”，门前“三
包”、垃圾分类、“六清一改”、“美丽
庭院”创建、志愿服务等内容融入
了村民们的日常生活。

如今，“小积分”正在闽清各地
释放“大能量”。

在池园镇，村民们不仅把房
前屋后清扫干净，还在家门口精
心摆上盆栽，让门前小院颜值更
高；在省璜镇前峰村，当地通过
评选“状元”“榜眼”“探花”，让
村民们对“六清一改”要求烂熟
于心……

闽清县相关负责人表示，接
下来，将始终坚持以人居环境整
治为基础，探索乡村治理新路
径，凝聚乡村发展合力，形成人
人参与农村共建共治共享的美
好格局。

人大代表随机抽取餐饮店 执法人员直奔现场检查

我市启动夏季食品安全专项整治

让乡村有颜值更有气质
闽清县以“积分制”激发乡村治理活力

见习记者 吴桦真 本报记者 林瑞琪 实习生 林孟洁

墘墘面村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面村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见习记者见习记者 吴桦真摄吴桦真摄

福建省首届城市足球联赛开幕

福州队赢得开门红

本报讯（记者 严鑫）昨日，“铁人体育”福
建省首届城市足球联赛在福州海峡奥体中心
火热开踢。在昨晚进行的揭幕战中，福州恒星
男子足球队气势如虹，以2∶0战胜宁德市队，取
得开门红。

本次赛事吸引全省 11支代表队、300余名
运动员参赛。本次大赛赛程从 5日开始，持续
至 12日，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分A、B两
组进行单循环赛，分别决出两个小组前四名球
队；第二阶段小组前四名进行交叉比赛，决出
本次大赛冠亚季军。

今日，福州恒星男子足球队将与莆田队展
开对决，福州新区金刚腿足球俱乐部将与厦门
队一决高下。

福州恒星队员福州恒星队员（（红衣红衣））突破宁德突破宁德
队员阻挡队员阻挡。。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旭阳摄张旭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