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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礼泉县人民政府批准，受礼泉县自然资源局委托，陕西天龙国际拍卖有限公
司以公开方式出让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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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指标要求：

礼泉县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礼自然告字（2021）07号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
律、法规和其他政策性文件另有规定及存在土地违法行为尚未结
案、在以前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拍挂出让活动中有违约行为的
单位外，均可参加竞买。须独立竞买，不可以联合竞买。

三、本次挂牌(拍卖)出让采用增价方式公开出让，按照价高者
得原则确定受让人。截止2021年5月19日16：00前报名超过三家(含三家)为拍卖出让，报名不足三家转为挂牌出让。进入挂牌程序
后，若在挂牌期内报名超过三家仍按挂牌程序出让。

四、本次公开出让宗地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出让文件。
申请人可于2021年4月30日至2021年5月19日到陕西天龙国际
拍卖有限公司索取出让文件、咨询相关信息、领取资料、查看标的
并交纳竞买保证金。若转为挂牌出让，则索取出让文件、咨询相关
信息、领取资料、查看标的以及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时间延长至2021
年5月29日16：00。接受竞买申请及签署出让文件的具体时间为：
上午9：00至下午17：00；地点：陕西天龙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五、交纳竞买保证金账户：由礼泉县自然资源局指定。
六、经审核，具备申请条件且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的申请

人，礼泉县自然资源局及陕西天龙国际
拍卖有限公司将在 2021年 5月 19日17: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进入挂牌出
让程序后，竞买资格确认时间顺延至
2021年5月29日17：00。

七、拍卖时间及地点：
拍卖时间：2021年 5月 20日 10：30。
拍卖地点：礼泉县西兰路与建设

路交汇处路南橡山酒店西兰路店6楼
会议室。

八、挂牌时间及地点：
挂牌时间：2021年5月20日9：00

至2021年5月31日11：00（节假日正常工作）。
挂牌地点：礼泉县西兰路与建设路交汇处路南橡山酒店西兰

路店6楼会议室。
九、其他事项
1、其他未尽事宜以出让文件为准，竞买申请人应详尽了解本

次出让宗地现状及所列条件，提交竞买申请视同对本次出让宗地
的现状及所列条件无异议并全面接受。2、申请人需提交的资料，详见出让文件。

3、本次出让只接受书面报名，不接受电话、口头等其他报名方
式。

十、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西安高新区科技路50号金桥国际广场C座21层
联系电话：蔡先生 029-85265910 15102936716

李先生 15529650936

编号

LQ2021-07号

宗地位置

宗地位于礼泉县金家沟
村，关中环线以北，东至金家沟
农用地界址；西至金家沟村农用
地界址；南至关中环线北界址；
北至福银高速南界址（具体四
至、面积、范围以宗地图为准）。

土地面积

总 面
积9257㎡，
其中地块一
面积 6361㎡、地块三
面积 2896㎡。

土地
用途

商业
服务
业设
施用
地

规划指
标要求
容积率不
低于0.8；
建筑密度
不低于40％；
绿地率不
高于15%。

出让
年限

40年

起始价(万元)

1133

竞买保证
金(万元)

1133

礼泉县自然资源局 陕西天龙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4月30日

详细规划条件及红线范围具体见《关于礼泉县2014年度第六批次04地块、05地块用地规划的批复》

经兴平市人民政府批准，受兴平市自然资源局委托，陕西天龙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以公开公
告的方式出让3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基本情况（见下表）：

兴平市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兴土公2021-06号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
律、法规和其他政策性文件另有规定及存在土地违法行为尚未结
案、在以前土地使用权招拍挂出让活动中有违约行为的单位外，均
可参加竞买。须独立竞买，不可以联合竞买。

三、本次拍卖(挂牌)出让采用增价方式公开出让，按照价高者
得原则确定受让人。截止2021年5月20日16：00前报名超过三家(含三家)为拍卖出让，报名不足三家转为挂牌出让。进入挂牌程序
后，若在挂牌期内报名超过三家仍按挂牌程序出让。

四、本次公开公告出让宗地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公开公
告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21年4月30日至2021年5月20日到
陕西天龙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索取出让文件、咨询相关信息、领取资
料、查看标的并交纳竞买保证金。若转为挂牌出让，则索取出让文
件、咨询相关信息、领取资料、查看标的以及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时
间延长至2021年5月29日16：00。接受竞买申请及签署出让文件
的具体时间为：上午9：00至下午16：00；地点：陕西天龙国际拍卖
有限公司（西安高新区科技路50号金桥国际广场C座21层）

五、交纳竞买保证金账户：由兴
平市自然资源局指定。

六、经审核，具备申请条件且按
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的申请人，兴
平市自然资源局将在 2021年 5月 20
日 17: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进入
挂牌出让程序后，竞买资格确认时
间顺延至2021年5月29日17：00。

七、拍卖时间及地点：
拍卖时间：2021年5月21日10：30。
拍卖地点：西安高新区科技路50

号金桥国际广场C座21层
八、挂牌时间及地点：
挂牌时间：2021年5月21日9：00

至2021年5月31日16：00（节假日正常工作）。
挂牌地点：西安高新区科技路50号金桥国际广场C座21层
九、其他事项1、2021-13-1号、2021-13-2号两宗地为统一规划、统一出

让、整体竞买，竞买人必须同时申请、同时竞买。2、其他未尽事宜以公开公告出让文件为准，竞买申请人应
详尽了解本次出让宗地现状及所列条件，提交竞买申请视同对
本次出让宗地的现状及所列条件无异议并全面接受。3、申请人需提交的资料，详见公开公告出让文件。4、本次出让只接受书面报名，不接受电话、口头等其他报名方式。

十、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西安高新区科技路50号金桥国际广场C座21层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029-84502381转835 15529650936

编号

2021-13-1
2021-13-2
2021-06

宗地位置

西吴办符家桥西北角、咸兴
大道北侧、规划文博路南侧
西吴办咸兴大道北侧、规划去
病路东侧、规划文博路南侧
位于西咸北环线高速公路店
张段主线路东西两侧地块

土地面积
（㎡）

46146.96
53788.49
18510.37

土地
用途
居住
用地
居住
用地
商服
用地

绿地率

≥35%
≥35%
≥20%

建筑密度

≤20%
≤20%
≤50%

容积率

≤2.9
≤2.9
≤3.5

出让年
限（年）

70
70
40

竞买保证
金(万元)
4167
4856
135

规划指标要求

详细规划条件及红线范围见具体宗地的《建设用地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

兴平市自然资源局 陕西天龙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4月30日

本报讯（记者 赵明）5 月
11日，第五届丝博会将在西
安市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
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中。
本届丝博会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展览场地有重大变化，
首次启用了西安国际会展中
心，这个展馆无论是展览总
面积、地理环境，还是配套设
施、服务功能都有较大的改
进和提升，具有承接举办国
际展会的能力。

为了做好今年丝博会展览
设置和现场服务工作，第五届
丝博会执委会多次实地踏勘，
与展馆进行了紧密对接，努力
为广大中外企业提供优质服
务。省发展改革委印制了 500

余份丝博会首批推介项目册，
通过“在线丝博会”网站和外出
招商活动开展了项目推介，开
展前期交流洽谈，为会期成功
签约打下基础。

第五届丝博会除成立了
组委会、执委会外，还组建了
10 个工作机构，分别是办公
室、会议活动部、展览一部、展
览二部、投资促进部、项目洽
谈部、邀请接待部、安保部、疫
情防控部、宣传部，为境内外
展商、国内各省区市代表团、
我省各市区分团精心做好服
务。同时，我省还成立了由执
委会主任、省政府主管副省长
任团长，执委会各副主任任副
团长，各市区主要负责同志和

省级部门分管负责同志任成
员的陕西省代表团。下设 10
个设区市分团、杨凌示范区、
西咸新区、韩城市分团。

为了确保参展参会人员的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第五届
丝博会执委会制定了《第五届
丝博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方案》，印发了《第五届丝博会
参展参会人员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告知书》。

第五届丝博会还积极创
新展会服务模式。执委会办
公室按照“线上赋能线下、线
下驱动线上、线上线下融合”
的基本要义，积极打造线上丝
博会平台，届时将开展线上运
营工作。

本报讯（记者石喻涵实习生王雯静）
4月29日，“凝心聚力高质量发展 谱写
追赶超越新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第
四场召开，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新闻
发言人卢勇透露，预期到2035年末，全
省将形成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
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安全
和谐、富有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国
土空间格局。

目前，90%的市县国土空间规划已
形成初步成果，西安、咸阳、榆林、西咸
新区以及绥德县、鄠邑区、旬邑县等县
（区）规划编制已基本完成，进入完善
报批阶段。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土地等
自然资源的高效合理利用。“重点推进
全国‘十四运’场馆建设，西延、西十、
西康等三条高铁，机场三期、引汉济渭
二期、东庄水库等国家和省级重大项
目用地。”卢勇透露，2020年，完成西安
高新区有轨电车试验线等72个项目用
地预审；完成西安斗门水库等 22个项
目用地上报国家审批，目前已有 17个
重大项目用地获批。

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生态保护
修复职责，是自然资源部门加强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职能。为此，省自然资源
厅会同多部门，科学评估调整全省生态
保护红线划定成果。目前，红线评估调
整工作基本完成，相关成果已通过省级
和国家技术审核，经省政府同意后正在
按程序报请国家部委审批。

全力抓好国家秦岭自然资源调查
监测试点，加快建设秦巴山区自然资
源遥感监测平台，持续推进秦岭地区

“五乱”整治，实施秦岭地区矿山生态
修复工程，积极配合做好白河硫铁矿
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工作。此外，全
省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专项规划编制也
已经全面启动。

在全面加强耕地保护方面，自然
资源部门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严格
保护耕地，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确
保“农地姓农”“耕地姓粮”。同时，每
年单列 5%新增用地计划指标，专项用
于支持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和新产
业新业态用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

本报讯（记者 艾莉）4月 29日，西
安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办民生实事 向
市民报告”系列新闻发布会（民生水利
专场）。发布会上，西安市水务局副局
长王谷石介绍了相关情况。西安市在
全域治水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浅、深层
地下水位分别上升0.34米、2.3米，位列
全国第二。

据介绍，截至目前，近期实施的
232个全域治水重点项目已完工 133
个，新增生态水面 1.24万亩，长安公
园、沣河金湾、灞河左岸综合治理等一
批全域治水重点项目相继建成开放，
总长 14.6公里的护城河全线贯通，实
现了“一池碧水绕古城”。以水质提
升、河道治理、路网联通、城市增绿、生
态修复、文化保护为重点，按照“环城、
沿山、顺水、连景”的设计理念，依托治
水成果，启动沿河绿道建设。截至目
前，205公里主游径全线贯通，其中 74
公里核心段实现无障碍通行；完成了
全西安市 5.56万个取用水检查登记，
浅、深层地下水位分别上升0.34米、2.3
米，位列全国第二，再生水利用率提升
到26.5%，成功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

据了解，2020年，西安市巩固提升

农村供水工程195处，超额完成年度目
标任务。“十三五”期间，改造和提升
1631个涉贫村饮水安全工程 1015处，
农村集中供水比例达到99%；加快实施
引汉济渭输配水、李家河引水、引蓝济
李等重要城市供水工程，城市（含县
城）日供水能力达到 262.9万立方米；
新建扩建污水处理厂8座、提标改造27
座，新增日污水处理能力43万吨；2020
年用水总量控制在省政府下达的20.66
亿立方米以内；成功应对8轮强降雨过
程，有效防御渭河干流“2020年 1号洪
峰”，全年未发生堤防决口、水库垮坝，
实现了人员零伤亡目标，确保了西安
市防洪安澜。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年，
是全运年，也是全域治水、碧水兴城决
胜年。记者了解到，西安市水务系统
将聚焦重点项目兴水、全运盛会供水、
控源截污治水、集约节约用水、一河一
策保水、河湖连通引水、河湖长制管
水、深化改革优水等 8个重点，力求在
水发展谋划、水质量保障、水环境改
善、水资源管理、水安全治理、水循环
补给、水管理能力以及水行业监管等8
个方面实现突破。

西安深层地下水位
上升2.3米位列全国第二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丝博会暂停一年。
今年重新开启的第五届丝博
会是陕西在疫情防控常态下
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各市
区代表团将会有更多的主打

产业、支柱企业及其上下游
用户积极参展参会，把丝博
会当成展示各自资源优势和
特色产业的舞台，以主流的
心态和姿态开展贸易洽谈和
经济合作，取得实实在在的

收获，书写新时代陕西追赶
超越新篇章。从今天开始，
三秦都市报全媒体将推出

《聚焦第五届丝博会》专栏，
细致全面地展现盛会风采和
陕西精彩。

开栏语

第五届丝博会进入倒计时

备好“盛宴”待客来

本报讯（记者 张维）4月29
日记者从省贸促会获悉，第五
届丝博会国际馆的招展工作以
及展位设计工作已全部完成，
共设展面积 1万平方米，展位
410个，共邀请到来自 34个国
家和地区商协会、驻华使领馆
或在华企业携带15类110余种
产品参展。

此次国际馆搭建过程中广
泛推行绿色布展，逾 97%的国
家展位搭建不动用木工，不使
用木结构，而是采用完全可以
循环利用的框架型材结构，选
用绿色环保基材面板，其中
80%可以循环使用，高比率实
现绿色环保低碳布展。

同时，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形势下，创新组展模式，一方面
选择国际商协会和贸易投资促
进机构在华代理商，以及驻华
使领馆委托在华参展商设展，
确保有效对接国内国际市场信
息；另一方面，积极支持斯洛伐
克、英国等国在展会期间面向
本国企业进行展位洽谈直播，
实时分享两地供需信息。

本届丝博会国际馆设410个展位

本报讯（记者 张维）丝博
会期间，省贸促会承办 4项活
动。2021丝绸之路国际商协
会（西安）圆桌会以“深化农业
合作，共享发展机遇”为主题，
目前已有 30个国家和地区的
47家驻华贸易投资促进机构
的 105人确认参会。第十一届
全球秦商大会目前已有各商
帮代表和秦商代表 480人确认

出席活动。
主宾国馆开馆仪式 5月 11

日上午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 3
号馆举办。本届丝博会国际
化程度更有质量，共邀请到全
球 47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
组织在华嘉宾、客商 600余人
参会。经贸合作更加务实。
届时，将组织参会的境外在华
嘉宾及客商参加铜川、商洛、

杨凌等地经贸推介活动，组织
第十一届全球秦商大会客商
到西咸新区进行项目考察和
对接。同时，争取展会成果更
多落地。活动中均设置有陕
西省情及项目推介环节，重点
就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
优势产业进行介绍。在招展
组展中，优选精选当地特色产
品参展。

全球600余客商将参会

全省黄河流域生态修复
专项规划编制启动

聚焦第五届丝博会

凝心聚力高质量发展
谱写追赶超越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