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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建国，男，1966年4月出生，惠民县
委第二巡察组组长，中共党员。在惠民县
妇联举办的“牵手贫困儿童 托举祖国未来”
活动中，尹建国主动结对帮扶贫困家庭儿
童。尽管当时其家属下岗、自己工资不高，
但尹建国仍然从微薄的收入中，挤出钱资
助困境儿童。此后，他每年都主动联系县
妇联和县关工委，结对认领贫困家庭学生，
最多的时候同时结对资助10名学生。每
年的儿童节前，他都要到学校去看望孩子
们，从2002年至今从未间断。20年的时

间里，他先后资助30多名贫困学生上学，有的一直资助到高中
毕业，累计捐款达60000余元。现在，尹建国仍然帮扶着10名
家庭困难学生，每年给每个学生送去1000元助学款。他曾获得
滨州市“春蕾计划爱心使者”等荣誉称号。

尹建国：
20年不忘初心持续资助贫困学生

安延平，男，
1984 年 10 月出
生，滨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警长，
齐鲁家庭教育宣
讲志愿者，中共
党员。自 2014
年 3 月起，安延
平先后加入滨州
星火公益、雷锋
车队、启明星临
终死亡关怀服务

中心等多个公益服务组织，累计开展各

类志愿活动700余次，帮扶困弱群众
300余人，开展助力困境群体微课240
余次，撰写慈善服务组织管理章程、项
目策划等173篇。他还创作了《一路有
我》《生命至上》等公益励志歌曲及教育
微课视频。2015年6月，“蜜蜂大姐”李
仙花身患癌症，安延平带领团队迅速加
入到“卖蜜救人”的生命接力赛中，不到
一个月时间，卖蜂蜜款项达 10 万余
元。“慈善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安延平
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曾获得

“滨州市最美志愿者”等荣誉称号。

安延平：“公益达人”扶危济困尽显大爱

王立明：
“熊猫血”拥有者热心公益温暖他人

王立明，男，1984年10月出生，惠民黄
河河务局工程师，中共党员。王立明是B型
RH阴性血，血型十分少见，因而每次得知
有患者急需时，他都及时为患者献血。
2020年7月，无棣县有患者急需B型RH阴
性血，王立明紧急赶往最近的采血点献血
400毫升。截至目前，他已累计献血3400
毫升。2017年，王立明加入惠民县“星火义
工”。他资助了一户贫困家庭的三姐妹，每
月都去家里看望她们，为她们送去学习用

品、衣服等。他还去孤儿院看望残疾孤儿，为他们送去生活必需
品。2017年，在得知老人杨金凤的老伴因病去世、儿子因车祸去
世的情况后，王立明就经常看望老人，为其送些米、面、油、衣服等
生活必需品。四年时间里，他为老人生活提供了很大帮助，与老
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迄今，他累计帮助贫困和残疾孤儿6名，
孤寡老人3名。他获得山东黄河河务局“道德模范”荣誉称号，其
家庭入选“滨州市文明家庭”。

闫成远，男，
1994 年 5 月 出
生，邹平市九户
镇闫家村村民，
中共党员。2019
年12月退伍后，
为支持家乡疫情
防控，闫成远一
下子捐出一半退
伍费10万元。在
闫成远7岁的时

候，其母亲因病去世，父亲为了照顾他至
今一个人生活。父亲除了务农还打了份

工，家庭纯收入一年也不过三万块钱。
家里的房子还是二十年前盖的，而闫成
远捐的这些钱，是他从自己的退役补助
金里拿出来的。当问到他为何这样做
时，小伙子只是简单地说了句：“现在是
非常时期，而这钱我又临时不用。”大年
初一，他主动请缨参加疫情防控。2021
年，闫成远当选为闫家村党支部委员，身
份从一名志愿者转变为村干部。“刚刚参
与村级事务管理，经验少，很多事情都需
要进一步学习，多学多做，才能更好地帮
助村庄建设。”闫成远真诚地说。

闫成远：捐出一半退役补助金支持家乡疫情防控

魏景军，男，
1971年10月出
生，山东京博控
股集团有限公
司职工。2010
年，魏景军加入
京博义工团队，
积极参加帮扶
孤寡老人、关爱
贫困儿童等多

项公益活动。邢大爷无儿无女，体弱多
病，靠低保维持生活，魏景军每个月都
去看望老人，有时候为其带吃的，有时
候给他零花钱，逢年过节还给老人买衣

服。从2015年至今，魏景军多次参与
兴国寺义工组织的“春节关爱80岁以上
老人”活动，为他们送去油、面、大米、牛
奶等物资，几年来累计走访关爱170多
位老人。2012年，12岁的小志远的父
亲遭遇不幸，家里只剩下他和妈妈还有
姐姐。魏景军了解情况后，主动结对帮
扶小志远，每学期给他购买学习用品，
每逢节假日就带上好吃的去看望他，并
时刻关心其生活学习。从2019年10月
份开始，魏景军公益小组前往新疆喀什
麦盖提县进行援疆实地考察，制定了一
系列的援疆帮扶援助计划，现正在逐步
实施。

魏景军：热心公益事业主动帮扶困境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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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农历九月初九，
滨城区里则街道王家新村举行
了“尊老敬老，从我做起”主题
活动，组织全村 80 岁以上老人
观看文艺演出，参观村幸福院和

健身娱乐活动室，其乐融融过重
阳节。据了解，王家新村现有
80岁以上老人23人，90岁老人6
人，是有名的长寿村。（滨州日报/
滨州网记者 田军 摄影）

“长寿村”老人
其乐融融过重阳

滨州日报/滨州网无棣讯
（通讯员 蒋惠庆 报道）10月12
日，无棣县水湾镇鞠家村热闹非
凡，“孝德水湾 情满金鞠”水湾
镇鞠家村庆重阳敬老爱老暨“大
众孝子”牛友山20年爱心捐赠
活动在这里举行。

近年来，水湾镇积极倡导实
施“孝德水湾”工程，在全镇形成

了“褒奖孝行义举、引领崇德向
善”的浓厚氛围。鞠家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牛友山20年
不忘初心，持续捐助老年人，被
誉为“大众孝子”。在今年重阳
节来临之际，牛友山又独自出资
3万余元，对20个村的300个老
年家庭进行爱心捐助。

“大众孝子”牛友山
爱心助老二十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无棣县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经无棣县人民政府批准，受各地块所涉及的村委会的委托，无棣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

挂牌方式出让4宗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其中包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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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棣自然资规告字〔2021〕15号

地块编号

2021-

WJ048

2021-

WJ049

2021-

WJ050

2021-

WJ051

不动产单元

号

3716232050

04JB00001

3716230022

32JB00005

3716230022

32JB00006

3716230022

32JB00007

土地位置

观音堂村以西

富家社区以北、

棣州五路以东

富家社区以北、

棣州五路以西

富家社区以北、

棣州五路以西

出让人

商家庄村

村民委员会

观音堂村

村民委员会

东辛村

村民委员会

东辛村

村民委员会

东辛村

村民委员会

出让面积

(平方米)

117

10173

3303

4045

3707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出让年限

(年)

50

50

50

50

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容积率

容积率≥1.0

容积率≥1.0

容积率≥1.0

容积率≥1.0

建筑密度(﹪)

≥40

≥40

≥40

≥40

绿地率(﹪)

≤15

≤15

≤15

≤15

限高(米)

40

24

24

24

增价幅度

(万元)

1

1

1

1

起始价

(万元)

156

86

105

97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56

86

105

97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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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公告中用途为工业用地的地块全部以

“标准地”模式出让，工业项目土地投资强度等指

标具体要求应符合《滨州市“标准地”控制性指

标》、《山东省建设用地控制标准》（2019年版）及标

准地有关要求。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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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得人须为自然人或在无棣县域

注册的公司。以自然人成交后须在无棣区域注册

成立以该自然人作为法人的公司。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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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bzggzyjy.

cn）、无棣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

wudi.bzggzyjy.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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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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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2日16时30分。

五、网上挂牌时间

本次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时

间为：

2021-WJ048地块：2021年11月4日09时

00分至 2021年11月14日09时00分。

2021-WJ049地块：2021年11月4日09时

00分至 2021年11月14日09时05分。

2021-WJ050地块：2021年11月4日09时

00分至 2021年11月14日09时10分。

2021-WJ051地块：2021年11月4日09时

00分至 2021年11月14日09时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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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确定竞得人的方式
本次集体经营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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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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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0543—6781711
联系人：史女士

无棣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0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