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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乾县人民政府批准，乾县自然资源局决定以公开公告方式出让七（幅）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公开公告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乾自然资告〔2021〕号

乾县自然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公告出让公告

宗地编号

QX2019-10-01
QX2016-07-01
QX2020-09-01
QX2021-04
QX2016-05

宗地位置

乾县福银高速引线与靖庄
路十字东北角

乾县临平镇创业一路北侧
乾县步家巷北侧
乾县薛录镇盘州村

乾县县城乾坤大道西侧

净地面积（㎡/亩）

65690㎡/98.54亩
5788㎡/8.68亩

13145㎡/19.72亩
22459㎡/33.68亩

01:65206㎡/97.81亩
02：5042㎡/7.56亩

03：73350㎡/110.02亩

规划
用途

商服用地

住宅用地
商服用地
工业用地
住宅用地
商服用地
商服用地

容积率

＜3.5
≤1.6
≤1.6
≥1.0
＜1.6
＜1.6
＜1.6

建筑密度（%）
≤50
≤26
≤40
≥40
≤26
≤26
≤26

绿化率（%）
≥20
≥35
≥20
≤15
≥30
≥30
≥30

出让年
限（年）

40
70
40
50
70
40
40

竞买保证
金（万元）

1820
70
370
210
1200
110
1550

规划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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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另
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仅限
单独申请。

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出让
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受让人。

四、本次公开公告出让的详细资料
和具体要求，见公开公告出让文件。申
请人可于2021年7月22日至2021年8
月 11日前到陕西翼马拍卖有限公司
（位于咸阳市秦都区人民西路金方圆A
座1204室）获取公开公告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21年7月22日
至 2021年 8月 11日前到陕西翼马拍

卖有限公司提交书面申请。缴纳竞买
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21年 8月 11
日16时整。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缴
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拍卖
人将在2021年8月11日17时前确认
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公告
出让活动定于2021年8月12日10时在
咸阳市秦都区人民西路金方圆B座
2426室陕西翼马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厅
进行拍卖。

七、其它需要公告的事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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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仅单独申请。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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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报名超过三家
（含三家）为拍卖出让，报名不足三
家为挂牌出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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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次挂牌（拍卖）出让宗地的详
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拍卖）出
让文件。申请人可于 2021年 7月 22
日至2021年8月11日16时，到陕西翼
马拍卖有限公司获取挂牌（拍卖）出让
文件及提交书面报名资料。若进入挂

牌程序，获取挂牌（拍卖）出让文件、递
交报名资料及交纳竞买保证金到指定
帐号的截止时间顺延至2021年8月20
日16时。

4、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
经审查具备申请条件的，拍卖出让宗地
将在2021年8月11日17时前确定其竞
买资格，挂牌出让宗地将在2021年8月
20日17时前确定其竞买资格；

5、拍卖时间：2021年8月12日10
时；拍卖地点：咸阳市秦都区人民西路
金方圆B座2426室陕西翼马拍卖有限
公司拍卖厅。

6、挂牌时间：2021年 8月 12日 9
时——2021年 8月 23日 11时；挂牌
地点：咸阳市秦都区人民西路金方圆
B座 2426室陕西翼马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厅。

7、报名时申请人须提交以下资料：
（1）竞买申请书；
（2）企业法人单位或其他组织机构

申请的，应提交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
表人或其他组织机构负责人的有效身
份证；自然人申请的，应提交自然人身
份证；

（3）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
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

份证明文件；
（4）竞买保证金交纳凭证；
（5）竞买人应提供“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惩戒对
象查询、失信被执行人查询截图并加盖
公章；

（6）其它须提交的资料。
（7）以上资料一式三份，查原件，留

复印件。
8、本次只接受书面报名，不接受电

话、口头等其它方式报名。
9、竞买保证金交纳账户详见挂牌

（拍卖）出让文件。
10、若公告内容与挂牌（拍卖）出

让文件不相符，以挂牌（拍卖）出让文
件为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咸阳市秦都区人民西路

金方圆A座1204室
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18082295549

029-33577786
开户单位：另行通知。
开户银行：另行通知。
银行账号：另行通知。

乾县自然资源局
2021年7月22日

热线实录

关注民生 服务市民965369

大秦直击大秦直击

市民翟先生反映：2020年11
月份他在淘宝网上买电视，当时
可以参加半价抽奖销售活动，中
奖名单出来后他发现有人只用
了一秒时间就完成了下单付款
的整个流程，认为活动中存在作
弊行为，他就在淘宝平台上举报
了此事，平台处理的结果是让商
家给他补偿 550 元，同时平台给
提供200元无门槛红包。商家给
的补偿拿到了，淘宝平台的红包
一直没给，后来处理此事的小二
（客服）离职了，跟进此事的小二
开始说在申请，后来就不理他
了，平台上“我的小秘”告诉他没

申请下来，他认为平台存在失信
行为。

请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速查并回复本报！

市民赵女士反映：在西安市
红光制药厂附近的宏府鲲翔九
天小区D7号楼有一家幼小衔接
培训班，没有任何资质。

请西安市莲湖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速查并回复本报！

（以上信息为本报热线实
录，请相关部门及时核查后，将
核查及处理结果通过新闻传真
029-82223112回复至本报）

本报记者李佳整理

本报讯（记者 陶颖）随着元朔
大道（跨西铜立交）段通车，为方便
元朔大道沿线居民出行，西安公交
集团将于 7月 24日起恢复会展 3号
线建元路和元朔大道路段，不再绕
行秦汉大道、武德路。

会展 3号线由西安北站北广场
发车，经秦汉大道、建元路、元朔大
道、武德路、太华北路、永淳路、景云
路、永城路、欧亚大道、会展一路、西
会展路、世博大道至世博大道锦堤

二路口；回程由世博大道锦堤二路
口发车，经世博大道、东会展路、会
展一路至欧亚大道恢复原线。线路
长度19公里，首班6:00，末班22:00，
实行无人售票空调车投币两元可刷
卡票制。

新增站点9个：建元路元光东路
口（去）、建元路元朔大道口、建元一
路元朔大道口、建元二路元朔大道
口、龙朔路元朔大道口（去）、显庆路元
朔大道口、陕西科技大学南门、武德

路元朔大道口、北三环太华立交北。
取消站点 6个：元凤二路尚贤

路口、元凤二路西铜立交西、东风路
西铜立交东、景家村、西安工业大学
未央校区、武德路北段。

调整站点 2个：文景山公园（往
世博大道锦堤二路口方向）调整至
建元路与秦汉大道丁字以南路西；
昭远门路武德路口（往世博大道锦
堤二路口方向）往北调整至十字以
北路西。

会展3号线24日起恢复原线路

7 月 21 日上午，在西安奥体
中心南门的马路上，一辆占用全
运会专用车道的黑色轿车，被西
安交警港浐大队的无人机“盯
上”。只见无人机盘旋在违章车
辆上空，现场交警通过无人机喊
话引导其驶离。从即日起，西安
交警将用无人机技术，开展交通
违法行为的纠正，保障十四运会
赛事期间奥体中心周边道路交
通秩序。

7月21日，记者在奥体中心附
近的全运路上看到，西安交警港浐
大队民警正在使用无人机对周边
交通情况进行巡查，巡查画面实时
传导，即便是铁骑无法到达的地
段，无人机也能及时到达并快速传
回现场情况，便于交警对路况作出
研判。

据交警港浐大队民警介绍，在

日常工作中，无人机和铁骑相互配
合，无人机主要是在赛事期间对奥
体核心区主要道路进行视频巡航，
巡查沿线交通秩序、警力部署、设
施摆放的情况。对占用全运会赛
事专用道、违法停车等违法行为进
行劝离。对轻微交通事故进行现
场拍照，以便立即挪移车辆，恢复
道路交通秩序。

同时，为了确保全运会期间交
通畅通，港浐大队细化制定赛时勤
务制度，夯实安保工作基础，比赛
时勤务基本要求，全员保赛事，全
员不休假，全员通信畅通。他们还
将赛时勤务分为正赛期间一级勤
务、其余时段二级勤务两个等级。
强化铁骑灵活保障，采取双骑交叉
护航模式引导保障车辆，做好线路
应急处突工作。

本报记者朱娜实习生李星玥

无人机“上岗”执勤
奥体中心周边纠违

本报讯（记者葛兰）记者昨日了
解到，7月20日雁塔区交通运输局召
集辖区出租车、公交车以及重点运输
企业开展交通运输行业“塑美创佳争
优”创建工作暨文明驾驶培训，各行
业90余名司机集体上仪容仪表课。

课堂上，专业的礼仪老师和交
通行业执法人员为大家授课，内容不

仅涉及驾驶员仪容仪表规范、服务行
为规范、安全行车基本要求，还有复
杂天气下的行车规范等八个方面内
容。同时，还印制并发放了“服务全
运畅行雁塔”《交通运输行业文明服
务 安全行车手册》。号召全体运输
企业，驾驶员朋友们要以“塑美创佳
争优”创建活动为契机，当好宣传员，

营造氛围，在交通行业掀起塑造最美
亮点、争当最佳个人、争创最优团队
的“塑美创佳争优”热潮。做好服务
员，勇挑重担、争创一流，以最优服务
展现“雁塔交通风采”。要成为安全
员，文明驾驶，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同
时深入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工作，确保行业安全稳定。

90余名雁塔司机集体上仪容仪表课

关注暑期安全

前不久，一名 7岁小女孩跟着
家长一起到河南省儿童医院就诊，
自述胸痛、呼吸困难。而当医生问
起原因时，才知道孩子是在游泳时
呛了一口水，当时家长没在意，谁知
回家后咳嗽越来越重。三天后，家
长察觉不对劲，才把孩子送到医院，
结果确诊为吸入性肺炎。

记者昨日走访了解到，目前正
值暑期，西安许多家长都给孩子报
了游泳课。另外，因为天气炎热，家
长带孩子到游泳馆游泳的也不少。
对一些刚开始学游泳的孩子来说，
在泳池呛水是常事，但很少有人会
把泳池呛水和吸入性肺炎联系在一
起。对此，西安市儿童医院急诊科
副主任文俊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
于爱带孩子游泳的家长来说，一定
要重视吸入性肺炎。游泳吸入性肺
炎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病症，该病是
在游泳的时候不小心呛水，导致水
进入到了肺部，造成肺部出现感染，
从而引起吸入性肺炎，而该病的症

状也根据吸入的水量、水质和个体
体质的不同，在症状上也会出现一
些差异，那么吸入性肺炎具体的症
状都有哪些呢？

常见症状就是发烧和咳嗽，一
般在游泳之后出现发烧，刚开始发
烧的时候温度不会很高，在吃了退
烧药之后温度也能降下来，但是会
反复出现发烧，并且可能是持续性
高热。而咳嗽的症状多数是晚上咳
嗽比较厉害，白天咳嗽的症状不明

显，在咳嗽的时候还有可能会咳
痰。如果呛水的时候吸入水量过
多，除了发烧、咳嗽之外，还有可能
会导致胸闷气短、呼吸急促的症状。

医生提醒，如果发生呛水，应注
意观察孩子的状态，如出现上述症
状，最好及时到医院对症治疗。

本报记者葛兰

女孩游泳呛水几天后出现呼吸困难

警惕呛水引发吸入性肺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