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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壹润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合 同 专 用 章 丢 失 ，编 号 ：

3723013025846，声明作废，且

寻回后不再使用。

滨州精诚纺织有限公司发票

专 用 章 丢 失 ， 编 号 ：

3723010038141，声明作废，且

寻回后不再使用。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阳信岑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电子元器件生产扩建项目
建设地点：拟建项目厂址位于阳信县信城街

道，工业二路以北，河东一路以东，具体地理位置
位于北纬 37° 39′ 43.1″，东经 117° 36′
7.19″附近。

建设内容：拟建项目在现有厂区内建设，不
新增占地，总投资100万元，项目主要利用现有
闲置车间的一层和二层进行建设，一层拟建设
7条镀锡生产线，二层拟建设2条精密载带生
产线，依托现有碱喷淋装置、活性炭装置、泰锐

污水处理站等，并配套建设其他生产辅助设施。
工作制度：新增劳动定员30人，实行两班制，

年工作300天，7200h。
二、建设项目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阳信岑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吕洪波
联系电话：18254338119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编制单位：山东新达环境保护技术咨询有限责任

公司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获取方式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http://

www.cenxelec.com.cn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查阅方式和途

径：阳信岑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五、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公众范围：厂界周围3.0km范围内
六、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关于发布《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套文件的公告
（附件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下载链接：

关于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
套文件的公告

七、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对建设项目有环境保护意见的，可通过

电话、信件向阳信岑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意
见表述，也可将自己的意见形成书面文字送至当
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
公众均可向阳信岑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出与
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八、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本公告信息发布日期起5个工作日内。
公告发布单位：阳信岑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发布日期：2023年1月13日

阳信岑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电子元器件生产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原国土资源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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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滨州市人民政府批准，滨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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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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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土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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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牌出让活动。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

申请。

三、出让文件获取方式

本次网上挂牌出让宗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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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pt.

bzggzyjy.cn/bzwe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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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三楼CA服务窗口申请办理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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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交

易系统使用）。

竞买申请人须在2023年2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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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

15日16时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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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B042地块：2023年2月7日8时30分

至2023年2月17日9时。

2022-B043地块：2023年2月7日8时30分

至2023年2月17日9时5分。

2022-B049地块：2023年2月7日8时30分

至2023年2月17日9时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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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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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滨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电话：0543-3186937

联系人：孙女士

滨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电话：0543-3165508

联系人：杨女士

数字证书办理电话：0543-3165535

联系人：李女士

2023年1月18日

滨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滨自然资规告字[2023]1号

编号

2022-B042

2022-B042地块:固定资产投资强度≥170万元/亩，亩均税收≥12万元/亩，单位能耗GDP增加值≥ 0.6万元/吨标煤，单位排放增加值≥ 52万元/吨。

2022-B043

2022-B043地块:固定资产投资强度≥170万元/亩，亩均税收≥12万元/亩，单位能耗GDP增加值≥ 0.6万元/吨标煤，单位排放增加值≥ 52万元/吨。

2022-B049

2022-B049地块:固定资产投资强度≥95万元/亩，亩均税收≥10万元/亩，单位能耗GDP增加值≥ 0.2万元/吨标煤。

土地位置

永莘路以南、凤

凰二路以东

永莘路以南、凤

凰二路以东

永莘路以北、东

外环以东

出让面积

（平方米）

11849

21387

19369

土地用途

工业

工业

仓储

出让年限

50

50

50

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容积率

不小于 1.0（可根据《山

东省建设用地控制标

准》适当调整）

不小于 1.0（可根据《山

东省建设用地控制标

准》适当调整）

不小于1.0

建筑密度

不小于40%

不小于40%

不小于35%

绿地率

不大于15%

不大于15%

不小于20%

增价幅度

（万元）

5

5

5

起始价

（万元）

329

594

538

竞买保证金

（万元）

329

594

538

2022年以来，滨州市公安机关
以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为目标，
严密治安要素管控，优化治安行政
管理，夯实基层基础根基，凝聚平安
守护的最大力量，为更高水平富强
滨州建设保驾护航。

开展“百日行动”，严
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

按照上级公安机关统一部署，全
市公安机关从2022年6月25日起至
9月底开展为期百日的夏季治安打击
整治行动。

公安机关聚焦“四个一批、四个
严防、一个确保”的工作目标，紧紧
围绕群众关切，针对性开展夏夜治
安巡查宣防集中统一行动3次，依
法严厉打击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违
法犯罪，大力整治社会治安乱点和
问题隐患，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487
起，办理行政案件2436起，抓获各
类违法犯罪嫌疑人4040人，110接
报刑事警情、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
降24.1%、12.6%。

严密治安要素管控，
有效维护社会面公共安全

我市积极组织开展打击整治枪
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烟花爆竹“打
非”专项行动，将枪支弹药、烟花爆
竹、民用爆炸物品、剧毒易制爆危险
化学品管控牢牢抓在手上，全面排
查整治私制、私存枪爆物品的重点
地区、场所、部位，全面收缴社会面

非法枪爆物品，共检查单位411家
次，督促整改安全隐患191处。

与此同时，我市公安机关督促全
市77家物流寄递企业636个末端网
点，全面落实收寄验视、实名登记、过
机安检“三个100%”制度。加强散装
汽油安全管理，督促全市515家加油
站做到实名销售、实情登记。会同相
关部门，积极推进平安校园、平安医
院建设，全面升级校园一键报警系
统，1327所中小学、幼儿园全部完成

“四个100%”达标建设，2022年以来
未发生有影响的涉校涉医案事件。

优化治安行政管理，
全面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为促进后疫情时期复工复产，
我市公安机关第一时间推出易制爆

危险化学品购买备案业务自主办
理、网上办理，精简申请材料，完善
服务保障措施，最大程度便民利企。

我市在全省率先实行保安员证
核发告知承诺制，疫情期间招聘保
安员可先行组织人员上岗后组织考
试，在“爱山东”、滨州“微警务”上线
推广保安员电子证照，拓宽社会化
亮证应用场景。深化企业开办首套
公章刻制免费改革，共办理首套印
章免费刻制企业 22022 家、印章
87932 枚，累计为企业节省费用
879.32万元；为全市6686家企业免
费发放电子印章26914枚。

我市将旅馆多元入住纳入市政
府“12197”民生实事，2022年 6月
底前实现了实体身份证、电子身份
证、电子社保卡、实体社保卡等多
元化方式入住。持续推进养犬管

理，开展进社区宣传活动117场次，
劝阻、制止不文明养犬行为1325
起，收容流浪犬281只，处置烈性
犬、大型犬26只。

夯实派出所基层基
础，积极融入基层社会
治理

我市公安机关牢固树立“大抓
基础、大抓基层”导向，2022年顺利
完成全省公安机关“两个大抓、再抓
三年”派出所基层基础收官验收任
务，全面开启新时代派出所标准化
建设。

全市 106个派出所中，74.5%
已运行“一室两队”，17个城区派
出所完成“智慧型派出所”建设升
级，专兼职社区民警占派出所警力
数52%，社区民警进两委班子占比
76%，全市农村派出所实行“一村
一辅警”警务模式。坚持和发展新
时代枫桥经验，在党委政府领导
下，深入排查化解家庭、婚恋、邻
里、债务等矛盾纠纷8563起，协助
解决现实困难1258件，有效减少
和预防了“民转刑”“刑转命”案件
发生。

目前，我市1个派出所被评为
首批全国“枫桥式公安派出所”、3
个派出所被评为“全省枫桥式公
安派出所”，涌现出了“魏艳工作
室”“木兰警队”等一批先进典型，
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魏艳被
评为“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范”。

滨州公安全力以赴守护“人间烟火”的安祥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康曌 通讯员 张锦程 耿婷婷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康曌 报道）2022 年 12月 28日
14时许，邹平市公安局开发区
派出所民警巡逻中发现路边一
中年妇女眼神惶恐，正在将地上
的多块旧电瓶往电动车上搬运。

考虑到年终岁尾，正值各类
盗窃案件等侵财类案件高发时
期，民警遂上前盘查询问。该妇
女精神紧张，面对询问支支吾
吾，难以自圆其说。

随后，民警将该女子带至派

出所进行进一步询问。经过询
问，该女子王某某交代了伙同其
丈夫魏某盗窃电瓶的违法事实。
18时许，在刑侦大队协助下，抓获
了王某某的丈夫魏某。

经对二人讯问，犯罪嫌疑人魏
某交代了盗窃的违法犯罪事实：自
2022年5月以来，他先后多次盗窃
其工作单位的吊车、铲车电瓶，价
值约10000余元。民警当场在他
家里缴获了部分被盗电瓶。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邹平公安巡逻民警
“火眼金睛”识破盗窃嫌疑人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康
曌 报道）1月6日,博兴县公安民警
破获一起砸车盗窃案件,在东营市
垦利区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1月3日凌晨,博兴县某小区居
民停放在小区周边的15辆汽车玻璃
被砸,部分车内财物被盗。案发后,
博兴县公安民警迅速开展工作,勘查
现场,查找破案线索,搜集犯罪证
据。案发地点环境复杂,经过人员车
辆众多,监控可视范围受限,诸多不
利因素为侦查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

侦查员以现场为中心,多次扩
大搜寻范围,反复对比视频资料。确
定犯罪嫌疑人驾驶一辆遮挡车牌的
车辆,且专走偏僻小路躲避视频监
控,作案时戴头套,试图逃避侦查。

经过对远端获取的信息资料
进行进一步甄别和技术对比,当晚

来博兴的苟某某(男,37岁,垦利区
人,有砸车玻璃盗窃前科)进入侦
查视线,有重大作案嫌疑。

1月6日,办案民警连夜赶往
东营市垦利区,掌握嫌疑人活动轨
迹,实施抓捕,当场查获部分被盗
赃物及作案工具。虽然意识到自
己总有一天会被抓,但是面对民警的
突然降临,苟某仍露出了诧异的表
情,“没想到,你们咋来得这么快啊!”

讯问之初,犯罪嫌疑人始终存
在侥幸心理,企图掩盖罪行。但面
对铁证,犯罪嫌疑人无法再沉默,
终于如实供述了砸车盗窃车内财
物的违法犯罪事实。据苟某某交
代,无正当职业的他,恰逢和妻子
离婚,感情挫折、生活拮据,流窜至
博兴,看见路边停放的车辆产生了
砸车盗窃的念头。

博兴公安破获一起
砸车玻璃盗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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