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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向春
李前军 通讯员 刚建滨 张洪新 李宝华
报道）在第37个教师节来临之际，9
月7日上午，滨州工业园、滨城区滨北
街道庆祝2021年教师节暨表彰大会
在北城英才学校举行。

会上，宣读了表彰决定，并为优
秀教师、优秀班主任、优秀教育工作
者、教育工作先进单位、尊师重教先进
单位颁奖。现场，孩子们带来了精心准
备的文艺节目。诵读《九月放歌，相信
未来》、舞蹈《我们的田野》《风筝》、诗朗
诵《厉害了，我的国！》表达了对教师深
情的问候和最真挚的祝福。

去年以来，滨北学区立足乡村教
育，坚持五育并举，特色推进，积极打
造滨北教育特色品牌，实现了教育事
业的有序、稳步、健康发展。

英才新校启用，教育教学质量持
续提升。2020年9月，作为滨城区解
决大班额问题实施的重点工程之一
的北城英才学校新校正式开学，55人
以上大班额化解任务提前完成，办学
水平有效提升，满足了家长社会对优质
教育的需求。2021年学业水平考试再
创佳绩，继续位居全区乡镇办首位。

校园足球品牌进一步擦亮。北
城受田小学先后获得过山东省大中

小学体育联赛足球比赛小学女子组
冠军、男子组季军，滨州市“市长杯”
校园足球联赛小学女子组三届冠军、
小学男子组一届冠军等多项荣誉。
2020年12月，北城幼儿园荣获“全国
足球特色幼儿园”称号。

创客教育再创佳绩。2020年11
月，北城中学斩获滨州市第三届中小
学创客节3个一等奖；北城英才学校
荣获世界机器人大赛城市选拔赛一
等奖；北城英才创客团队在ENJOY
AI 2020赛季全球人工智能竞赛中国
总决赛中获得冠军。

特色教育亮点纷呈。北城中学

荣获“全国国际跳棋普及推广项目滨
州市校际联赛优秀组织奖”；北城受
田小学获得市教育局提名参加全国
优秀特色学校评选，其舞蹈节目《风
筝》被推荐参加山东省艺术节；北城
幼儿园荣获“滨州市‘体教融合’国际
跳棋普及推广项目试点单位”荣誉称
号。

注重乡土情怀培育。今年，滨北
学区通过举办“诵读中华经典，献礼
建党百年”师生诵读大赛、传授剪纸
技艺、杜氏文化进校园等活动，让传
统经典融入日常教育，厚植学生爱
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

尊师重教先进单位获颁奖牌。

孩子们用精彩的文艺演出致敬老师。

滨州工业园、滨北街道表彰先进庆祝2021年教师节

优秀教育工作者上台领奖。

9月7日上午，滨州工业园、滨城区滨北街道庆祝2021年教师节暨表彰大会在北城英才学校举行。

优秀班主任上台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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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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博兴县人民政府批准，博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1宗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其他要求：
2021-I027 地块按土地现状出让，地块成交

后，由竞得人负责该地块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及专
家评审等工作。地块应按照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门出具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条件意见》进行开
发建设。

二、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
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者及已购买滨州市博兴县
土地而未交清土地出让金或未按土地出让合同约
定开发的除外），均可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网上挂牌活动，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
合申请。

三、出让资料获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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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bzggzyjy.
gov.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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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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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博兴县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四楼交易室申请办理数字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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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16时30

分00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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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1日16时30分00秒。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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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27地块：2021年9月28日9时00分

00秒至2021年10月13日9时05分00秒;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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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兴县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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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联系方式

博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电话：0543-2309501 联系人：胡先生
联系电话：0543-2395265 联系人：韩先生
博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电话：0543-2397297 联系人：孙女士
数字证书办理电话：0543—2397297
联系人：孙女士

博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博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1年9月8日

编号

2021-I027

土地位置

新城二路以东、
博昌三路以南、
博昌二路以北

土地用途

住宅

出让年限
（年）

70年

出让面积
（平方米）

49292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不大于2

建筑密度

不大于20%

绿地率

不小于35%

增加幅度
（万元）

74

起始价
（万元）

27135

竞买保证金
（万元）

27135

博兴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博自然资规告字〔2021〕8号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中心
定于2021年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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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4001/）以网络动态报价方
式公开处置:1. 原国道220胡
集收费站废旧资产一宗；2.公
务用车（北京现代、桑塔纳）一
宗，所有拍卖车辆均不含号
牌。自由报价期：自2021年9
月9日10时起，限时报价期：
自2021年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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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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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13日-9月15日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展示电话：13581168006

（废旧资产）15054398131（公
务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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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

国有资产处置公告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3186726 18654306492

邹平市高新街道高新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
证》（正本）编号：NO:371626-
129202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N2371626MF26505543，由 于
保管不当，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邹平市高新街道房家桥村股份
经济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
记证》（正本）编号：NO:371626-
1292018,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N2371626MF265052XD，由于
保管不当，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邹平市黛溪街道韩坊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

证》（正本）编号：NO:371626-
132429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N2371626MF2948457G，由于
保管不当，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邹平市黛溪街道韦家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
证》（正本）编号：NO:371626-
132439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N2371626MF2949409Q，由于
保管不当，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邹平市黛溪街道安家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
证》（正本）编号：NO:371626-
132422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N2371626MF2947710G，由于
保管不当，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邹平市黛溪街道前城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
证》（正本）编号：NO:371626-
1324370，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N2371626MF29491501，由 于
保管不当，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滨州市泰来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发 票 专 用 章 ， 编 码 ：
3723010038540，因印章遗失，
声明作废，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滨州市周歌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发 票 专 用 章 ， 编 码 ：
3723010042192，因印章遗失，声
明作废，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滨州众志建材商贸有限公司财
务 专 用 章 ， 编 码 ：
3723013022717，因印章遗失，声
明作废，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上海帛阳纺织科技公司于2019年3月与我司签

署叉车购买合同，合同号为QL1900546，车辆配置

为CDD10-070、M300、1150货叉，合同总金额为

18000元，车号为080107G3826。预付款为 5400

元，剩余尾款12600元。车辆到货后多次与上海帛

阳纺织科技公司联系，帛阳纺织以厂区迁移为由未

按合同进行验收与付款。

现经我司决定，限帛阳纺织在七日内与我司取

得联系，完成对车辆的验收、并付款。七日后若未联

系我公司，视为帛阳纺织自动放弃对车辆的所有权，

我公司有权利对该车辆另行处理买卖。

特此声明

山东齐鲁合力叉车有限公司
2021年9月9日

声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