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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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出让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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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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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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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25日至2022年12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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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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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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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缴纳竞买保证金的申请人，兴平市自然资
源局将在2022年12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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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26
日17:00。

七、拍卖时间及地点：
拍卖时间：2022年12月15日15:00。
拍卖地点：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50

号金桥国际广场C座21层会议室。
八、挂牌时间及地点：

挂牌时间：2022年12月15日9:00至2022年12月28日15:00（节
假日正常工作）。

挂牌地点：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50号金桥国际广场C座21层会议室。
九、其他事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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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申请人需提交的资料，详见公开公告出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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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50号金桥国际广场C座21层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李先生15529650936陈先生13919803975

兴平市自然资源局 陕西天龙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5日

编号

XP2022-C20

XP2022-C22

土地坐落

兴平市金城
路南侧、潘
岳路西侧
兴平市槐里
西路南侧、
法院东侧

土地面
积（㎡）

5702.54

10994.15

土地
用途

商业
用地

居住
用地

绿地率

≥38.1%

≥35%

建筑密度

≤38.3%

≤20%

容积率

≤3.86

1.2＜容积率≤2.9

出让
年限

40年

70年

竞买保证
金（万元）

1023

2322

规划指标要求

■陕西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作为国内唯一
合法的足球彩票，历届世界杯期间
备受社会公众和购彩者关注。陕
西省体彩中心 11 月 21 日召开了

“世界杯”专题工作会议，会议总结
了第一阶段预热期工作的落实情
况，分析了当前面临的市场机遇与
挑战，部署了第二阶段销售期的重
点工作。

会议指出，世界杯期间体育彩
票的销售管理工作要严格遵守国
家体育总局彩票管理中心各项销
售规范要求，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

与安全生产工作。陕西体彩要充
分借助世界杯期间的竞猜型体育
彩票的销售契机，全面提升内部管
理质量、实体渠道效益和品牌美誉
度。为了做好世界杯期间的销售
管理工作，陕西省体彩中心通过建
立专项风险防控专项制度和应急
管理制度、规范代销者销售行为、
增强实体店“世界杯”氛围，开展在
世界杯开幕之时，一大批“形象佳、
服务优、业务精”的体育彩票实体
店向社会公众亮相，充分满足社会
公众对世界杯赛事竞猜的购买需

求。同时，陕西体彩与我省主流媒
体公共交通、商业综合体等特色资
源合作，积极营造覆盖电视、广播、
地铁、公交、自媒体、线下地推的综
合媒体宣传矩阵，为社会公众构建
一个安全、健康、合规的世界杯体
育彩票销售环境，与购彩者和足球
爱好者共同体验世界杯带来的激
情与快乐。

会议强调，世界杯期间的体
育彩票销售管理工作，要把人民
的利益放到首位，统筹规划好社
会公众对竞猜型体育彩票的体验

热情和引导社会公众健康生活的
关系，向社会公众宣传“远离非法
赌球 守护合法权益”的理念，倡导

“理性购彩 快乐看球”的健康生活
方式，号召陕西体彩工作人员要

“服务在一线、响应在一线、保障

在一线”，要主动提供销售物资储
备、主动了解代销者的销售困难、
主动关爱代销者的身心健康、主
动协助代销者做好客户服务，不
断提升陕西体彩的社会服务保障
能力。

担当作为保安全真抓实干促发展
——陕西省体彩中心召开“世界杯”专题工作会议

随着夜间温度的持续降低，为保障电力线
路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11月23日晚，国网汉
中供电公司运维人员对所辖范围内架空电力
线路设备，进行冬季夜间巡视维护及红外测温
工作，旨在全面掌握供电线路及电力设备的运
行状况。

该公司积极开展对电力线路和设备的巡
检力度和夜间巡视频次。对重要线路、杆塔基
础及构件等进行细致的检查，重点检查架空设
备和导线接头处有无发红发热、闪络放电等白

天巡视时不易察觉的情况，查看设备连接位置
是否有松动、老化等缺陷及隐患，将历史异常
设备列为测温巡视的重点复查对象，对往常大
负荷线路、特殊位置杆塔进行高峰用电特巡特
查，增加巡视测温次数，并及时对巡视情况进
行汇总、分析，采取防范措施消除隐患。

下一步，该公司将进一步强化季节性天气
线路设备巡视维护力度，全面提升线路设备巡
检质量、处置能力，提高供电设备运维效率，确
保辖区内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靳伟

国网汉中供电公司：
全面开展设备巡检安全供电保障工作

本报讯（记者任荣）“十三五”期间，我
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
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持续推进《陕西省

“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各项目
标任务落地落实，圆满完成了全省“十三
五”节能减排目标任务，有力推动了我省产
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绿色、循环、
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为表彰宣传先进，充分发挥典型示
范作用，进一步激发各级各方面推进节

能减排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推动我
省节能减排工作再上新台阶，近日，省
政府决定对“十三五”节能减排工作突
出的西安市发展改革委资源节约和环
境保护处等 84个先进单位、中航西安飞
机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46 个先进
企业、陈辉等 173 名先进个人予以通报
表彰。希望受表彰的单位和个人珍惜
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争取更大成绩。

本报讯（记者任荣）11月24日，竞争力
智库、北京中新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机
构在北京联合发布《中国县域旅游竞争力
报告 2022》。《报告》同时揭晓了 2022（第五
届）中国县域旅游综合竞争力百强县市、
2022（第五届）中国县域旅游发展潜力百强
县市名单（简称 2022中国旅游百强县市和
2022中国旅游潜力百强县市）。陕西眉县、
扶风县2个县入选2022中国县域旅游综合
竞争力百强县市。

陕西华阴市、凤县、商南县 3个县市入
选2022中国旅游潜力百强县市。

《报告》显示，2022 中国旅游百强县
市分布在 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
中，浙江 14个、四川 14个、江西 11个、贵
州 8 个、江苏 8 个、湖南 7 个、云南 7 个、
重庆 5 个、湖北 4 个、广西 4 个、山东 3
个、安徽 3个、新疆 3个、河南 2个、陕西

2 个、福建 2 个、辽宁 1 个、山西 1 个、甘
肃 1个。

中国县域旅游竞争力评价对象为全
国（不含港澳台地区）1866个县域（不含
市辖区）。中国县域旅游竞争力评价体
系包含中国县域旅游综合竞争力和中国
县域旅游发展潜力评价体系。其中，综
合竞争力评价主要考察县域旅游资源富
集度、旅游经济活跃度、旅游设施完善
度、生态环境优势度、政府推动实效度、
旅游品牌美誉度等 6个方面，6个分项指
数集合成综合竞争力指数，竞争力指数
前 100名即为中国旅游百强县市；发展潜
力评价主要考察县域资源开发潜力、市
场扩张潜力、基础支撑潜力、政府推动潜
力等 4个方面，4个分项指数集合成发展
潜力指数，发展潜力指数前 100名即为中
国旅游潜力百强县市。

本报讯（记者 赵争耀）近日，“古国觅踪
——关于刘家洼和古芮国的故事”展览在渭南
市博物馆开展，243件文物展品、别出心裁的展
厅布置，以寻幽探秘的方式，带领观众走进神
秘的古芮国，感受周代庄重典雅的礼乐文化和
古芮国的发现及历史脉络。展览时间将持续
至2023年4月30日。

据悉，先后荣获“2018年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的刘家洼东周遗址和“2005年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的梁带村两周遗址是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中罕见的“姊妹篇”，出土的芮国文物
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两处发现同为芮国
遗址，同处于渭南辖区，记载着渭南先民辉煌的
过往。该展览经过为期三年的策划和筹备，将
文献记载、出土的芮国文物联系起来，以寻幽探
秘的方式，向每一位前来参观的观众展开讲述
芮国的故事。其中，“芮国谜踪、初露真容、又见
奇迹、周风芮韵、未尽话题”五个展览单元环环
相扣。有礼器、兵器、乐器、车马器、饰品等不同
类别，器型之厚重，制作之精美，令人惊叹。

展览还创新讲解方式，引进机器人讲解，

让古老的芮国文物与现代的数字科技携手呈
现古芮国风情。憨态可掬的呆萌机器人游走
于规制森严的礼器之间，讲述遗址发现的惊心
动魄、讲述器物背后的社会生活，灵动的讲解
与庄严的展示既和谐统一，又相得益彰。本次
展览还配套设计了相关社教活动，观众在观赏
的同时可以动手体验，感受芮国器物的精巧。

省政府表彰“十三五”节能减排工作
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2022中国旅游百强县市发布

我省眉县扶风县入选
“古国觅踪”展在渭南市博物馆开展

243件文物“讲述”古芮国的故事

展出的铜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