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竞买人范围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凡符合本

公告和竞买须知等出让文件规

定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

参加竞买（不接受以个人名义提

出的申请）。同一地块竞买人可

以单独申请，也可联合申请；但

不可既提出单独申请，又参与联

合申请。

竞买人在提出申请之前，须

按规定办理CA证书方能参与网

上报名。

四、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其

它资料（勘测定界图、规划设计

条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样本、产业准入证明样本

等）详见附件。

五、时间安排

1、公告时间：2019年 3月 19
日8：30-2019年4月7日17：00；

有意竞买者可在此时间段

内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浏览或下

载相关资料。

2、报名时间：2019 年 4 月 8
日 8：30-2019 年 4 月 15 日 11：
30；

有意竞买者可在此时间段

内，通过网上交易系统提出申

请。

竞买人在网上申请时，须

将下列资料加盖公章扫描并

以.jpg、.pdf或.zip格式上传：

1）竞买申请书；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

件；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

件；

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

件；

5）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的，

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

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6）拟建工业项目符合所在

镇区产业规划的书面证明（产业

准入证明）；

7）联合申请的，还应提交联

合申请各方共同签署的申请书

和联合竞投协议，协议中须明确

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时的受让人；

8）境外法人申请的，其身份

证明文件和法定代表人的有效

身份证明文件须提供在境外公

证并经中国驻当地使、领馆认证

的书面材料；

上述文件中，竞买申请书和

拟建工业项目符合所在镇区产

业规划的书面证明必须用中文

书写；其他文件可以使用其他语

言，但必须附中文译本，所有文

件的解释以中文译本为准。

3、缴纳竞买保证金时间：

2019年 4月 8日 8：30-2019年 4
月15日11：30；

申请人须在此时间段内按
照网上交易系统的提示足额缴
纳竞买保证金，方可参加网上交

易报价或竞价。

每笔竞买保证金只对应一
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竞买人如需申请竞买多幅
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须
分别缴纳对应的竞买保证金。

4、报价及竞价时间：2019
年 4月 8日 8：30-2019年 4月 17
日10：00。

5、挂牌时间：

挂牌起始时间：2019年 4月

8日8：30；
挂牌截止时间：2019年 4月

17日11：00。
6、限时竞价时间：自各地块

相应的挂牌截止时间前 1 小时

起，网上交易系统停止接受新的

报价。挂牌期限届满，有两个或

两个以上竞买人参与竞买的，网

上交易系统自动进入网上限时

竞价程序。限时竞价的起始价

为停止更新挂牌价格时的最高

报价。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网上挂牌实行无底价出让，并

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

人。

七、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网上挂牌出让采用资格后审

的办法确认成交结果是否有

效。竞得人应在网上挂牌出让

结束后 5个工作日内，持对应地

块《网上交易成交通知书》和网

上挂牌出让文件要求的所有相

关资料原件及公章到丹阳市开

发区丹桂路丹阳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203 室办理资格审查。

对符合要求的竞得人，由丹阳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法定代表人

（或其授权代表）与竞得人签订

《成交确认书》，其成交结果有

效。竞得人拒绝签订《成交确认

书》也不能对抗挂牌成交结果的

法律效力。对不符合要求的竞

得人，丹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不与其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取

消其竞得人资格，造成的损失由

其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八、付款方式及期限

成交价在 500万元以下（含

500万元）的，自签订《成交确认

书》之日起 1个月内结清全部成

交价款。

若按约定进度缴款的截止

日为非工作日，则该缴款截止日

可顺延一个工作日。具体缴款

截止日期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执行。

成交价不含土地税费及城

建、规划等部门的有关规费。所

有款项以人民币计价并支付。

以外币支付的，人民币与外币比

价以成交前一日国家外汇管理

局公布的中间价为准。

九、申请人须全面、仔细阅

读相关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

对挂牌出让文件有疑问的，可以

书面或者口头方式向我方咨

询。申请人自行组织对拟出让

地块进行现场踏勘，自行判断并

承担法律责任。竞得人如需迁

移地上杆线、地下光缆、管线、管

道设施等，均须自行负责，与出

让人无关。

从提交网上报价开始，即视
为申请人对拟出让地块已全面
了解并接受挂牌出让文件的相
关规定，申请人不得再以任何理
由提出异议。

十、自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竞得人未

能在下列时限内取得环境影响

评价审批和工业项目审批、核准

文件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自然终止，所支付的定金

按50%予以退还：

（一）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负责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或者由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审

批、核准的工业项目，时限为 12
个月，情况特殊的，由省自然资

源厅会省有关部门确定；

（二）由省环境保护厅负责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或者由省级

投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批、核

准的工业项目，时限为9个月；

（三）由市、县级环境保护行

政主管部门负责环境影响评价

审批或者由市、县级投资行政主

管部门负责审批、核准的工业项

目，时限为6个月。

十一、违规及法律责任

竞得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视为违规：

1、竞得人不按照规定时间

签订《成交确认书》、《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及不能

按时履行出让合同所约定的付

款条件的；

2、竞得人因自身原因不按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的规定进行开发、利用和经

营土地的；

3、竞得人提供虚假文件或

隐瞒事实竞得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的；

4、竞得人以冒名顶替、弄虚

作假、恶意串通、行贿等非法手

段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

5、竞得人有其他违反相关

法律、法规行为的。

对违规者，出让人可取消其

竞得人资格，没收竞得人已支付

的保证金，并列入土地上市交易

黑名单，取消其自列入黑名单之

日起一年之内的竞买资格，且出

让人有权对成交地块重新组织

出让或采取其它方式处置。

十二、经丹阳市人民政府批

准，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收回

挂牌土地范围内单位和个人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注销原土地登

记，土地登记机关将不另行通

知。

十三、网上交易系统的登录

方式及操作程序，详见“镇江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首页>>
服务专区>>操作手册”。

十四、办理CA证书咨询电

话：0511-85221021，88968012；
丹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上交易系统操作事宜咨询电

话：0511-86921805
咨询QQ群：215492721
丹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业务咨询电话：0511-86911088。

丹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丹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9年3月19日

丹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丹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工业项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经丹阳市人民政府批准，现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公开出让多幅地块的工业项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交易形式

本次出让采用“镇江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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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上交易，不接受任何其它方式的申请。有意竞买者可登录该系统（网址：

http：//222.186.84.211：8180/）参加竞买。

二、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环保等要求

编号

工G1907

工G1908

工G1909

地块位置

司徒镇固村村
（观鹤北路西

侧）

司徒镇谭巷村
（丹伏路北侧）

延陵镇麦溪
村、联兴村（丹
延公路东侧）

面积
（平方
米）

719

1968

2065

用途

工业

工业

工业（仓储）

出让
年限

50

50

50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

＞1.0

＞1.0

＞1.0

建筑密度

50%-55%

50%-55%

50%-55%

绿地率

10%-15%

10%-15%

10%-15%

投资强度
（万元/亩）

≥300

≥300

≥300

环保要求

建设单位必须遵守国家和
地方环保法律法规，符合产业
政策和污染物排放标准及生
态红线管控要求。依据《国务
院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
例》，项目建设前必须委托有
资质的环评单位编制相应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并报有权限
的环保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工
建设。并根据丹政发[2012]
62号《关于加强产业园区规
划环评落实建设项目入园进
区工作的意见》要求，项目选
址用地应当规划进入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批准的各类开发
区或产业园区内。

竞买保证金
（万元）

4

11

17

加价
幅度

1万元或
1万元的
整倍数

竞买起始价
（万元）

19.5

53.2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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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配打“小三”情可原但法不容
本报讯 （记者 小许 通

讯员 民一）“小三”插足他人
的婚姻，破坏他人的夫妻感
情，是道德谴责的众矢之的。
往往原配打“小三”，旁观群众
还会拍手叫好。但无论如何，
动手打人是法律不容许的。

余某与丈夫臧某原本感情
很好，共同生育了两个小孩。
可自从臧某在微信上认识了做
微商的李某后，两人逐渐发展
成不正当男女朋友关系，他与
妻子的争吵也日益增多。2018
年 11月的一天，已对丈夫产生

怀疑的余某在大街上撞见丈夫
与李某亲昵地手挽手，气急败
坏之下她冲上去对李某拳打脚
踢，直至民警现场出警才罢手。

事发后，余某无法忍受第
三者李某的电话、微信骚扰，
更无法原谅丈夫感情上的背
叛，最终选择与丈夫协议离
婚。本以为这件事就此结束，
谁知在他们离婚后不久，立马
一纸诉状以余某侵犯其健康权
将其告上法庭。

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余
某粗暴动手将李某打伤的行为

具有过错，应对李某所遭受的
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
时，李某明知余某与臧某当时
系夫妻关系，却仍与臧某发展
恋爱关系，破坏了余某的婚姻
家庭，是导致本案纠纷发生的
主要原因。李某对自身损害的
发生具有重大过错，故应对自
己的损失承担主要责任。最
终，法院综合全案，判定余某
承担李某40%的赔偿责任。

拒不赡养母亲，他竟给出三条理由……
本报讯 （记者 小许 通讯

员 邵佳婷）羊有跪乳情，鸦有
反哺义。赡养父母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更是子女对父母应尽
的法定义务。无论子女自认为不
赡养老人的理由如何充分，都是
为法律所不认可的。

向奶奶今年 73岁，丈夫去
世得早，她含辛茹苦将一儿一女
抚养成人。现如今本该是享受天
伦之乐的年纪，谁知一双儿女却

对她不管不问。贫病交加的向奶
奶数次向儿女求助，可儿女这
边，不是推诿扯皮，就是置之不
理。向奶奶彻底寒了心，到法院
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儿子和女儿
每月给付赡养费 300元，医疗费
用由儿女共同负担。

法庭上，女儿认识到了自己
的错误，真诚悔过。儿子却心有
不甘，他认为：母亲长期偏心，
心里只有女儿，既然如此，母亲

就该由姐姐一人赡养。此外，他
为拒不赡养母亲还找出另外两个
理由：母亲没给他创造好的生活
条件，就不该给他再添麻烦；且
她老人家性格古怪，不好照顾。

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向奶
奶的儿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每
月1日支付向奶奶当月的赡养费
300元；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向
奶奶的医疗费用由其儿女平均负
担。

承办法官说，《中华人民共
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
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
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
的义务。”第三款的规定：“子女
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
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
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中华人
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
十九条规定：“赡养人不得以放
弃继承权或者其他理由，拒绝履

行赡养义务。赡养人不履行赡养
义务，老年人有要求赡养人付给
赡养费等权利”。据此，赡养父
母是子女应尽的义务，且该义务
是强制性的法定义务，不因任何
原因而免除。故，向奶奶的儿子
认为向奶奶偏心姐姐等理由不能
成为其不履行赡养义务的法定事
由。

本报讯 （记者 小许 通
讯员 法政） 近日，法院审理
了一起继承案。

2010年 4月，正式领证前
的三个月，为了迎娶相恋多年
的女友庞某，王某在父母的资
助下购置了一套92平方米的婚
房，由于自身经济条件有限，
王某只支付了房子的首付款部
分，并申请了公积金贷款还贷
减轻负担。2010年 8月，王某
与庞某正式登记结婚，婚后按
揭部分虽由王某账户划出，但
庞某帮衬着一起还贷。谁知好

景不长，2018年 5月庞某突发
疾病去世，痛失爱女的庞某父
母为了老有所依，要求女婿在
房产证上加上他们的名字，共
同继承这套房屋的所有权。

王某觉得这要求太过无
理，妻子因病过世他很伤心，
也承诺会照顾岳父岳母，但这
房子是他婚前所买，不能接受
庞某父母的要求。庞某父母眼
见女婿铁了心不愿意，一纸诉
状将王某告上法院，要求共同
继承该套房房屋三分之一的份
额。

经法院审理，认为该套房
子属于王某婚前所有，只有婚
后到庞某去世前共同还贷部分
是王某与庞某之间的夫妻共有
财产，可以作为庞某的遗产共
同继承。为此法院对婚后共同
财产进行计算，最终判决庞某
父母应得的部分财产。

财产虽然在法庭上分割清
楚了，但亲情是分割不了的，
在法官的调解下，王某向岳父
母郑重承诺，今后会像庞某在
世时一样孝顺、赡养他们，二
老欣慰地笑了。

妻子因病去世
岳父母将女婿告上法庭

本报讯（记者 小许 通讯员
辛婷）法律是神圣的，任何人不得
以任何理由违反。林某婚后离家
出走，在未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况
下，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
并生育了两个子女。近日，法院以
重婚罪判处林某有期徒刑八个月，
缓刑一年。

经查明，2006年2月1日，被
告人林某与贡某登记结婚，次年生
下儿子贡某某。2014年4月，林某
外出打工，后遇到陈某，在与贡某
未解除婚姻关系的状况下，林某与
陈某一起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并

于2016年10月生育一女陈某某。
2018年9月，被告人林某被公安机
关抓获归案。另查明，林某于2018
年7月生下其子陈某某，目前还在
哺乳期。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林
某有配偶而与他人以夫妻名义
共同生活，并生育两子女，其行
为已触犯刑律，构成重婚罪。被
告人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行，依法可从轻处罚。被告人林
某系初犯、偶犯，认罪悔罪态度
较好，且还在哺乳期，遂依法作
出如上判决。

已婚女子与他人同居
因重婚罪获刑八个月

3月13日下午，丹阳市检察院
召开检察工作会议。镇江市检察
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侯建伟，丹
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任剑平出
席会议并讲话。丹阳市检察院全
体人员参加了会议。

会上，周绪平检察长总结回
顾了 2018年检察工作，深入分析
了当前丹阳检察工作存在的问题
和不足以及面临的形势，并对
2019 年检察工作进行了全面部
署，要求全体人员必须乘势而上、
顺势而为，着力提升丹阳检察在全
市、全省检察工作中的影响力和贡
献度。会议指出，2019年丹阳检
察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十
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聚焦市
委“产业强市、创新转型”战略部
署，围绕“双先”抓工作，紧扣“四

化”抓落实，奋力再创丹阳检察新
辉煌！具体而言，2019年丹阳检
察工作的关键词是“双先、四化”。

“双先”，即树立“全市领先、全省争
先”的目标，全力争创“全省先进检
察院”；“四化”，即以实体化、精品
化、项目化、专业化为导向，旗帜鲜
明讲政治、对标找差抓办案、稳中
求进谋发展、持之以恒强管理，切
实推动“四大检察”和队伍建设全
面协调健康发展。围绕这一总体
思路，会议强调，2019年要做好以
下工作:一是旗帜鲜明讲政治，实
体化推进服务大局，即抓牢政治建
设确保正确方向，精准服务“三大
攻坚战”，聚力检察办案参与社会
治理。二是对标找差抓办案，精品
化推进法律监督，即瞄准目标定
位，强化督促检查；树立数据思维，
提升监督质效；突出精准监督，打
造典型案例。三是稳中求进谋发

展，项目化推进检察改革，即深化
内设机构及相关配套制度改革，推
动公益诉讼改革拓领域出成效，抓
好刑事诉讼各项改革落地见效。
四是持之以恒强管理，专业化推进
队伍建设，即抓好专业素能建设，
抓实司法办案监督，抓严纪律作风
建设。

镇江市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
察长侯建伟对我院主动适应新时
代新常态、狠抓各项检察工作行动
迅速、力度空前、初步效果呈现给
予了充分肯定。对如何进一步推
进落实，侯建伟副检察长提出了三
点希望：一是要在从大到强的转变
中提升检察贡献，真正把丹阳检察
打造成在全省、全市检察机关既有
体量又有地位的金字招牌。二是
要在从多到精的转变中打造特色
品牌，在优势项目上做大特色，在
提质增效中彰显特色，提升丹阳检

察的核心竞争力。三是要在从平
到优的转变中拉高人才标杆，以金
融犯罪专业办案组为核心，打造全
省有影响的办案团队，培育一批在
全省、全市有一定影响的专业人
才。

丹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任剑平充分肯定了丹阳检察对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并就做
好今年的检察工作提出四点要求：
一是要深刻领会使命任务，在思想
认识上有新提高。要始终把群众
满意作为最高标准，始终把公平正
义作为根本遵循，始终把改革创新
作为不竭源泉。二是要紧紧围绕
中心工作，在服务大局上有新成
效。要创新服务理念，拓展服务领
域，提升服务效能。三是要切实强
化法律监督，在履行职能上有新作
为。要深化社会风险排查研判，紧
盯涉黑涉恶重大案件以及黑恶势

力背后的“关系网”“保护伞”，切实
加强诉讼监督工作。四是要不断
加强素能建设，在队伍形象上有新
提升。要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建
设，严格落实重大事项请示报告等
制度，用好“三项机制”，切实关心
干警的成长和进步。

会议期间，全体检察人员和
职工观看了警示教育片，班子成员
向周绪平检察长递交了党风廉政
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责任承诺书，
党组成员、驻院纪检监察组组长江
卫军总结部署了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会议还对2018年涌
现出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
了表彰。

全市检察工作会议提出

围绕“双先”抓工作 紧扣“四化”抓落实
奋力再创丹阳检察新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