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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体育局老干部活动室见到
久违的相怀杰时，记者很难意识到
眼前的他已将近耄耋之年，因为多
年的运动让他拥有着与岁数不太同
步的“年轻范儿”——今年77岁的他
从市体委主任位置上退下来近20年
间，并没有离开体育，而是重新拿起
乒乓球拍当教练，现在每周还要在
老年大学和老干部活动中心教6节
课。他说，他把一辈子交给了体育，
体育也成就了他。

见面当天，相怀杰带了一大包
老物件，其中大部分是他职业生涯
各个阶段的照片，这是他的青春奋
斗史，也映射出滨州体育30多年的
发展脉络……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惠民地区体育事业整体落
后，“省级比赛惠民地区能
来人参加就很好”

相怀杰原本是小学教师，1974
年调入惠民地区体委担任乒乓球教
练。因为并不是专业运动员出身，
所以他的乒乓球教学训练知识很多
都是自学、自悟的，后来又陆续参加
省里的教练员培训，体育知识得到
长足进步。

回忆刚进入体委工作时，相怀
杰坦言“条件太差了”，全单位连领
导加教练一共十几个人，只有几间
平房，没有训练馆，职工办公室也是
宿舍。参加省运会都是临时从学校
调集学生，或者从社会上调集人员，
成绩自然不敢奢望。“那时候其他地
市对惠民地区的评价是，‘能来人参
加就很好’。”相怀杰说。

当时的窘境也得到了原滨州市
体委纪检书记马克良的印证。1973
年，马克良从部队转业分配到地区
体委。上班第一天，领导欢迎他时
说，“你来得正是时候，咱们自己有
食堂了”。之前，体委职工一直借用
二小等外单位的食堂或去行署食堂

吃饭。每次开会，要把两张乒乓球
桌拼起来当会议桌。

艰苦条件下建设“三集
中体校”，实现竞技体育人
才井喷，向多支省运动队输
送大批人才

转变体育事业落后的局面，先
从竞技体育入手。1977年，惠民地
区体委开始筹建“三集中体校”，即
集中学习文化课、集中食宿、集中训
练，只有这样才能快速培养出高水
平运动员，在省运会上实现突破。

然而，在体校筹建之初，地区体
委竟然连三间房的教室都没有，后
来只能把领导办公室腾出来改成了
教室。乒乓球训练房的窗户没有玻
璃，就挂上草苫子；没有门，就挂上
布帘子。为了改善训练条件，经过
批准，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体校建
起了一座300多平方米的训练房。
尽管现在看来，训练房非常狭窄简
陋，但当时却曾是奢望。相怀杰说，
为了庆祝训练房落成，他们在这里

承办了省乒乓球赛。
体校开办不长时间，乒乓球、田

径、篮球等项目就有了明显进步，一
批好苗子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
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惠民地区
的竞技体育开始迎来一次高峰。

在1978年第十一届省运会上，
惠民地区的训练成果初现——乒乓
球男队拿到团体冠军。1981年，省
篮球赛惠民地区青少年男篮夺冠，
更是燃起了全地区人民的体育热
情。1982年，省体委把省篮球赛举
办权交给了惠民地区，相怀杰回忆
说，当时灯光球场上的观众算得上
人山人海，可以说是万人空巷。这
个时期，惠民地区为乒乓球、田径、
篮球三个项目的省级专业队输送了
大批队员，在山东省男女青年篮球
队里更是占据半壁江山。

有一个场景至今让相怀杰回味
无穷，他陪同领导去省体委开会，其
间召集在济运动员见面，从省体工
大队“随随便便”就召集来几十名惠
民地区的运动员，大家围在一起拍
了张照片。“当时心里别提多痛快

了。”相怀杰说。

滨州全民健康文化中
心开工建设，几代滨州体育
人在建党百年之际终于圆梦

说到滨州体育迎来全面发展，
相怀杰表示，这与20世纪九十年代
各县区争创“全国体育先进县”是分
不开的，博兴、邹平、惠民、滨城先后
获得这一国家级荣誉。

相怀杰清晰地记得，全国体育先
进县的争创条件有8条32款，其中包
括领导重视、组织健全、资金保障、设
施建设、竞技体育等。根据这些条
件，各县区都实行主要领导分管体
育，组织机构上也给予极大支持，财
政资金得到充分保障，一些全民健身
场馆陆续建了起来，这为此后全市体
育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进入21世纪，滨州迎来西区大
开发，全新的奥林匹克体育馆拔地
而起，成为地标性建筑，并于建成后
承办了第十一届全运会的两个项
目，有力助推了滨州体育和全民健
身的发展。相怀杰认为，奥林匹克
公园的规划建设，让滨州的体育事
业又上了一个大台阶。

但是相怀杰一直有一个梦想，
也是几代滨州体育人共同的梦想，
那就是滨州什么时候能有自己的大
型体育场，这个梦想很快就要实现
了。今年5月份，投资16.5亿元，包
括主体育场和市民健身中心两个主
建筑的滨州全民健康文化中心开工
建设，带动了全市各县（市、区）近50
亿元的体育设施投资。

“在建党百年的历史节点，滨州
体育迎来了‘圆梦时刻’。”相怀杰
说。回溯40多年来滨州体育的大跨
越大发展，他感慨万千地说：“没有
共产党的领导，这一切都无从谈起，
党委政府越来越重视体育事业，让
我们老一代体育人倍感振奋，对滨
州体育再创辉煌我们信心十足！”

相怀杰：

建党百年之际“圆梦”祝愿滨州体育再创辉煌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任宵 通讯员 董会青

相怀杰向记者展示他珍藏的“宝贝”。

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3186726 18654306492

山东海昇物流运输有限公
司鲁M67J9挂（黄色）道路运
输 证 丢 失 ， 证 号:
371623230870 鲁交运管滨
字号，声明作废。

本人张洪亮，身份证号码：
372324198409041510， 于
18年在无棣鲁滨金店委托店员
李娜办理幸福存单（单号为：
4952）的幸福存单遗失，声明作废。

滨州经济开发区雪帅蔬菜
店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丢
失 ， 许 可 证 编 号 ：
JY13716280016442，声 明
作废。

王国芳房屋所有权证丢失，

证 号 ：房 权 证 滨 字 第
2013120568号，声明作废。

滨州市通达广告有限公司合
同 专 用 章 ， 编 码 ：
3723010050884，因印章遗
失，声明作废，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滨州市通达广告有限公司发
票 专 用 章 ， 编 码 ：
3723010050885，因印章遗
失，声明作废，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博兴县德仁堂大药房连锁
有限公司第五药店药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丢失，许可证编号：鲁
CB5430823，声明作废。

博兴县德仁堂大药房连锁
有限公司第十七药店 药品经营
许可证正、副本丢失，许可证编
号：鲁CB5431459，声明作废。

受有关部门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1年7月29日上午10点通过中
拍平台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标的一：一号纸机参考价13.5
万元，竞买保证金5万元整。

标的二：三号纸机参考价38.5
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整。

标的三：七号纸机参考价160
万元，竞买保证金40万元整。

标的四：管道一宗参考价70万
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整。

有意竞买者请于公告之日起至
2021年7月28日17时前将规定数

额的竞买保证金存入以下账户（户
名：山东金谷拍卖有限公司，开户
行：邮储银行邹平市支行，账号：
937008010047558894）以到账为
准。并于2021年7月28日17时前
持有效身份证件及汇款凭证到我公
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不成交保证
金无息退回）。

展示及报名时间：自公告之日
至2021年7月28日16:00

中 拍 平 台 网 址 ：http：//
paimai.caa123.org.cn

联系电话：15020580513 刘
经理

山东金谷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2日

山东金谷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中心定于2021
年7月29日上午10时起在滨州公共资
源产权（要素）交易大厅（http://www.
bzggzyjy.cn/bzweb/cqjydt/）以 网 络
动态报价方式公开处置山东省调水工程
运行维护中心滨州分中心综合服务楼三
年租赁权一宗。自由报价期：自2021年
7月22日10时起，限时报价期：自2021
年7月29日10时起。

竞买申请人须提前注册登录滨州公
共资源产权（要素）交易大厅提交竞买申
请，自动获取账号并按要求足额缴纳竞
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
2021年7月28日16时（以银行到账时
间为准）。本次公告所涉及资产只接受
网上竞买申请，通过网上银行或手机银

行即时到账（竞买申请人名称和交款方

名称须一致）。

竞得入选人须在竞价结束后登陆竞

价平台进行身份验证，同时下载成交确

认书并在买受人处盖章（或签字），携带

本人（单位）有效身份证件及复印件到标

的所在单位办理成交确认手续。

标的展示时间：2021年7月26日-

7月28日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展示电话：18654318378
中心地址：滨州市黄河八路355号

中 心 电 话 ： 0543—3165921

3165536

技术支持电话：0543-3165525
滨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1年7月22日

国有资产处置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经无棣县人民政府批准，无棣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5宗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其中包括2宗“标准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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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主要指标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棣自然资规告字〔2021〕5号

地块编号

2021-W038

2021-W039

2021-W040

2021-W041

2021-W042

2021-W042地块备注：021-W042的开发建设单位须配套幼儿园的规模为6个教学班，占地面积不少于4500平方米，建筑面积不少于3000平方米。住宅项目需配套诊所1处，满足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诊疗服务

需求。诊所建筑面积不少于80平方米，至少设有诊室、治疗室、药房、观察室、处置室，每室独立且符合卫生学布局及流程。其中治疗室、处置室的使用面积均不少于10平方米，观察室使用面积不少于15平方

米。（详见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条件意见）

土地位置

新205以东、路

杨村以南

新205以东、路

杨村以南

大济路以西、新

海路以北

新海路以北、王

山水库以西

富路大街东首

北侧

出让面积

(平方米)

2667

9333

477

42954

23586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商服用地

工业用地

住宅用地

出让年限

(年)

50

50

40

50

70

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容积率

容积率≥1.0

容积率≥1.0

1.2≤容积率≤
1.5

容积率≥1.0

容积率≤2.3

建筑密度(﹪)

≥40

≥40

≤40

≥40

≤20

绿地率(﹪)

≤15

≤15

≥25

≤15

≥35

限高(米)

40

40

24

40

80

增价幅度

(万元)

1

1

1

1

10

起始价

(万元)

48

165

20

860

3028

竞买保证金

(万元)

48

165

20

860

3028

本次挂牌部分地块涉及违法用地，已经违法处

理到位，涉及地上附着物处置情况建议拍前咨询无

棣县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2021-W038、2021-

W039地块规划建设为农服务中心项目，按照《为农

服务中心建设管理暂行办法》（鲁供字[2015]31号）

文件要求执行，建议竞买前咨询当地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了解土地现状及相关税费情况。

二、“标准地”的其他要求

2021-W038、2021-W039地块以“标准地”

模式出让，“标准地”的控制指标如下：容积率≥1.0，
固定资产投资强度≥110万元/亩，亩均税收≥7.5万
元，能耗标准GDP增加值≥0.22万元/吨标煤，单位

排放增加值≥267万元/吨。环保要求：1、加强施工

期环境管理，减少施工期噪声、扬尘等对周围环境

的影响。2、严格控制废气污染物排放，确保不对周

围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不良影响。3、按“清污分流、

雨污分流”的原则规划厂区给排水管网。4、加强固

体废物“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处置。对消防、安

全、生产工艺等有特殊要求的除外。

三、竞买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其他组织和

个人（法律另有规定者及已购买无棣县土地而未

按合同约定交清土地出让金或未按合同约定开发

的除外）均可参与竞买。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

可以联合申请。

四、出让文件获取方式

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

见网上挂牌出让文件。竞买申请人可登录滨州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中 心 网 站（http://ggzyjy.

binzhou.gov.cn）、无棣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http://ggzyjy.binzhou.gov.cn/wdweb）国 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

易系统）查看和打印出让文件。

五、竞买申请及竞买保证金缴纳

本次公告所涉及地块只接受网上竞买申请。

竞买申请人须携带相关有效证件，到滨州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三楼或无棣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大

厅（丰泽大厦三楼）申请办理数字证书后，方可登

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申请并参与竞买（已办理过

数字证书的竞买人可直接登陆系统使用）。

竞买申请人须在2021年8月19日16时

30分前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并按要

求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

竞买保证金到账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8月

19日16时30分。

六、网上挂牌时间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时间为：

2021-W038地块：2021年 8月 11日 09时

00分至 2021年8月21日09时00分。

2021-W039地块：2021年 8月 11日 09时

00分至 2021年8月21日09时05分。

2021-W040地块：2021年 8月 11日 09时

00分至 2021年8月21日09时10分。

2021-W041地块：2021年 8月 11日 09时

00分至 2021年8月21日09时15分。

2021-W042地块：2021年 8月 11日 09时

00分至 2021年8月21日09时20分。

挂牌报价时间截止时，经系统询问，有竞买人

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系统自动进入网上限时竞

价程序，通过竞价确定竞得入选人。

七、确定竞得人的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按照

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入选人。滨州市无棣县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只对网上挂牌的竞得入选人进

行资格审查。审查通过者确定为竞得人。

八、联系方式

无棣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电话：0543—5076517

联系人：卢先生

无棣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电话：0543—6781707

联系人：赵先生

数字证书办理电话：

0543—6781711

联系人：史女士

无棣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7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