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产处置公告
广东烟草湛江市有限公司拟对部分资产进行处置

（报废资产，低值品），主要类别为报废电脑、打印机
等信息类设备。欢迎有意购买的单位报名洽谈。

一、到广东烟草湛江市有限公司现场报名、查看
报废设备后领取报价函填写报价，密封后交由公司闲
置资产报废小组工作人员，现场报价截止时间：2019
年 12月 27日,成交地址：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体育北
路15号24楼广东烟草湛江市有限公司。

二、参与报价者需缴纳 500元竞买保证金，确定
成交商之后，退还其他未成交者保证金（不计息）。
成交商将收购款全额缴至本司财务管理中心后七日内
将本次所售物品全部清理完毕，逾期所缴保证金不予
退还。成交后拒绝支付收购款的，所缴保证金不予退
还。

联系电话：李生13828239809
广东烟草湛江市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9日

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 告
（2014）湛中法民破字第1-3号

因《湛江市水产供销公司赤坎分公司破产

清算案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经执行完毕，最后

分配完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一百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本院于2019年12

月5日裁定终结湛江市水产供销公司赤坎分公

司破产程序。

特此公告

二O一九年十二月五日

为了加快完成湛江大道 （麻章段）
项目的清表交地任务，确保湛江大道
（麻章段）项目的顺利推动，需对麻章区
鸿运酒家左侧 12宗居民住宅用地开展征
迁工作。现将剩余无人认领或无法出具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居民住宅用地的具
体位置坐标公布如下：
第一宗：
1. X=2354498.660 Y=430183.391
2. X=2354496.575 Y=430169.830
3. X=2354509.424 Y=430167.854
4. X=2354510.640 Y=430175.761
第二宗：
1. X=2354484.838 Y=430192.194
2. X=2354483.643 Y=430181.006

3. X=2354493.989 Y=430179.334
4. X=2354494.974 Y=430185.738
第三宗：
1. X=2354462.722 Y=430206.280
2. X=2354460.764 Y=430193.550
3. X=2354471.636 Y=430191.878
4. X=2354472.859 Y=430199.824
第四宗：
1. X=2354459.036 Y=430208.628
2. X=2354458.179 Y=430203.053
3. X=2354447.307 Y=430204.726
4. X=2354448.900 Y=430215.084
第五宗：
1. X=2354456.811 Y=430194.158
2. X=2354458.027 Y=430202.065

3. X=2354447.155 Y=430203.737
4. X=2354445.939 Y=430195.830
第六宗：
1. X=2354432.481 Y=430207.006
2. X=2354422.825 Y=430216.585
3. X=2354433.697 Y=430214.913
4. X=2354421.609 Y=430208.678
第七宗：
1. X=2354424.941 Y=430230.344
2. X=2354435.078 Y=430223.888
3. X=2354422.977 Y=430217.574
4. X=2354433.849 Y=430215.902
第八宗：
1. X=2354372.417 Y=430263.798
2. X=2354370.594 Y=430251.951

3. X=2354396.522 Y=430236.337
4. X=2354398.218 Y=430247.364
第九宗;
1. X=2354334.688 Y=430266.595
2. X=2354337.298 Y=430283.885
3. X=2354358.360 Y=430272.230
4. X=2354357.005 Y=430263.233
第十宗：
1. X=2354324.128 Y=430268.185
2. X=2354327.328 Y=430259.405
3. X=2354318.938 Y=430294.045
4. X=2354315.238 Y=430269.525
第十一宗：
1. X=2354337.298 Y=430283.885
2. X=2354334.688 Y=430266.595

3. X=2354324.128 Y=430268.185
4. X=2354327.328 Y=430259.405
第十二宗：
1. X=2354315.238 Y=430269.525
2. X=2354302.677 Y=430271.417
3. X=2354307.139 Y=430300.574
4. X=2354318.938 Y=430294.045
（坐标点使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请上述 12宗居民住宅用地的物权人
于 2019年 12月 24日前到本单位党政办
（4） 号 办 公 室 （联 系 电 话 ： 0759-
3300948）办理征迁登记、补偿等相关手
续，逾期不办理征迁登记、补偿等相关
手续的，将作无主地处理。

特此公告。

湛江市麻章区麻章镇人民政府
2019年12月9日

关于征收湛江大道(麻章区鸿运酒家左侧12宗居民住宅用地)的通告
湛麻镇府通〔2019〕01号

联合拍卖公告 （2019）产权第338号

受委托，定于2019年12月20日上午10时在湛江市赤坎区体育北路2
号天润中心6楼湛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6号开标室公开拍卖权属湛江纳
川港航服务有限公司的 4辆二手汽车。详细资料登陆（湛江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zjprtc.com/）查看。

拍卖成交后，委托方负责开具发票，相关的一切税、费（含买、卖
双方）及拍卖佣金等均由买受人承担。

有意竞买者，请携带有效身份证明及银行卡，于 2019年 12月 19日
16时前到湛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缴交竞买保证金、办理竞买登记手
续，保证金账户：户名：湛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户银行：广东南
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盛新城支行；账号：340001230900000789-2 （以
到账为准）。相关资料以拍卖会当天发放资料为准。

联系电话：3585829、3338792
地 址：湛江市赤坎区大德二横路32号B幢首层
展示时间：2019年12月17日、18日
具体展示安排请致电0759-2316766宋女士

湛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湛江市拍卖行
2019年12月10日

资讯+ 专版
2019年12月10日 星期二A06E-mailE-mail：：ywrb@gdzjdaily.com.cnywrb@gdzjdaily.com.cn

湛江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竞价出让公告
湛开国土资网出告字〔2019〕第10-12号

经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批准，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资源局决定以网
上竞价方式出让三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宗地一
（一）宗地基本情况
1、宗地编号：KWGC2019010
2、土地位置：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东

海岛石化产业园区纬一路以北、经一路以
东。

3、宗地面积：83334.13平方米。
4、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5、土地使用年限：50年。
（二）宗地规划情况
1、规划建设用地总面积：83334.13平方

米（约125.0012亩）；
2、规划用地使用性质：三类工业用地。
3、用地开发强度指标：
（1）容积率：0.6～1.2；
（2）建筑系数：30%～60% ；
（3）绿地率：12%～20 %；
（4）其他控制要求：建筑高度不宜超过

60米（自室外地坪算起，构筑物、装置的高
度可按照企业自身工艺的要求和规范进行
确定，并符合航空和机场净空要求），该用
地配建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不得
超过工业项目总用地面积的 7%，建筑面积
不得超过工业项目建筑总面积的14%。

规划条件详见湛开住规建规〔2019〕220
号。

（三）起始价及竞买保证金
1、起始价：人民币贰仟捌佰零壹万元

整（￥280,10,000.00）。
2、竞买保证金：人民币伍佰陆拾壹万

元整（￥5,610,000.00）。成交后转为出让合
同定金。

3、竞价幅度：人民币壹拾万元整
（￥100,000.00）。

4、本宗地设有底价。
5、本 宗 地 评 估 报 告 备 案 号 ：

4420619BA0105、 4409919BA0187、
4408419BA0143。

（四）、其他事项
1、宗地产业性质为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的化学农药制造业，总投资不低于60000万
元，投资强度达到180万元/亩以上，产出强
度达到400万元/亩以上。

2、《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
订时间：成交之日起 10日内签订。受让方
逾期不签合同的，终止供地，没收出让合同
定金。

3、交款时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天内一次性付清。

4、付款方式：转帐。
5、交地时间：出让价款付清后 30天内

交付土地。
6、交地条件和方式：达到三通一平交

地；由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储备交易

中心与受让人签订《土地移交确认书》。
7、动工建设时间和竣工时间：交地之

日起半年内开工建设，开工之日起一年内
竣工并投产。

8、该地的竞得者在招收员工时除技术
人员外，必须有不少于20%为东海岛户籍居
民。投产前，所招工人数经人社劳动部门
核实后不达到上述要求的，开发区管委会
将按所欠人数每年收取就业保障基金。

9、未尽事宜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
定执行。

10、宗地的报纸公告费由受让方负担，
受让方须自成交次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报
纸公告费汇入指定账户。

宗地二
（一）宗地基本情况
1、宗地编号：KWGC2019011
2、土地位置：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东

海岛石化产业园区港南大道以北、经一路
以东。

3、宗地面积：50000.29平方米。
4、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5、土地使用年限：50年。
（二）宗地规划情况
1、规划建设用地总面积：50000.29平方

米（约75.0004亩）；
2、规划用地使用性质：三类工业用地。
3、用地开发强度指标：
（1）容积率：0.6～1.2；
（2）建筑系数：30%～60% ；
（3）绿地率：12%～20 %；
（4）其他控制要求：建筑高度不宜超过

60米（自室外地坪算起，构筑物、装置的高
度可按照企业自身工艺的要求和规范进行
确定，并符合航空和机场净空要求），该用
地配建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不得
超过工业项目总用地面积的 7%，建筑面积
不得超过工业项目建筑总面积的14%。

规划条件详见湛开住规建规〔2019〕219
号。

（三）起始价及竞买保证金
1、起始价：人民币壹仟陆佰捌拾壹万

元整（￥168,10,000.00）。
2、竞买保证金：人民币叁佰叁拾柒万

元整（￥3,370,000.00）。成交后转为出让合
同定金。

3、竞价幅度：人民币壹拾万元整
（￥100,000.00）。

4、本宗地设有底价。
5、本 宗 地 评 估 报 告 备 案 号 ：

4403219BA0029、 4417719BA0071、
4408419BA0142。

（四）、其他事项
1、宗地产业性质为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的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制造业，总投资
不低于20600万元，投资强度达到150万元/
亩以上，产出强度达到350万元/亩以上。

2、《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
订时间：成交之日起 10日内签订。受让方
逾期不签合同的，终止供地，没收出让合同
定金。

3、交款时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天内一次性付清。

4、付款方式：转帐。
5、交地时间：出让价款付清后 30天内

交付土地。
6、交地条件和方式：达到三通一平交

地；由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储备交易
中心与受让人签订《土地移交确认书》。

7、动工建设时间和竣工时间：交地之
日起半年内开工建设，开工之日起一年内
竣工并投产。

8、该地的竞得者在招收员工时除技术
人员外，必须有不少于20%为东海岛户籍居
民。投产前，所招工人数经人社劳动部门
核实后不达到上述要求的，开发区管委会
将按所欠人数每年收取就业保障基金。

9、未尽事宜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
定执行。

10、宗地的报纸公告费由受让方负担，
受让方须自成交次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报
纸公告费汇入指定账户。

宗地三
（一）宗地基本情况
1、宗地编号：KWGC2019012
2、土地位置：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东

海岛新区疏港公路以北、中科大道以西。
3、宗地面积：53334.58平方米。
4、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5、土地使用年限：50年。
（二）宗地规划情况
1、规划建设用地总面积：53334.58平方

米（约80.0019亩）；
2、规划用地使用性质：三类工业用地。
3、用地开发强度指标：
（1）容积率：0.6～1.2；
（2）建筑系数：30%～60%；
（3）绿地率：12%-20 %。
（4）限高：60米（自室外地坪算起）
（5）其他控制要求：建筑高度不宜超过

60米（自室外地坪算起，构筑物、装置的高
度可按照企业自身工艺的要求和规范进行
确定，并符合航空和机场净空要求），该用
地配建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不得
超过工业项目总用地面积的 7%，建筑面积
不得超过工业项目建筑总面积的14%。

详细规划条件详见《关于疏港公路以
北、中科大道以西53334.58平方米用地的规
划意见》（湛开住规建规〔2019〕194号）。

（三）起始价及竞买保证金
1、起始价：人民币壹仟柒佰玖拾叁万

元整（￥179,30,000.00）。
2、竞买保证金：人民币叁佰伍拾玖万

元整（￥3,590,000.00）。成交后转为出让合

同定金。
3、竞价幅度：人民币壹拾万元整

（￥100,000.00）。
4、本宗地设有底价。
5、本 宗 地 评 估 报 告 备 案 号 ：

4408919BA0156、 4408619BA0538、
4410219BA0081。

（四）、其他事项
1、宗地产业方向为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的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其他专用
化学产品制造项目），总投资不低于 18299
万元，投资强度达到180万元/亩以上，产出
强度达到400万元/亩以上。

2、《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
订时间：成交之日起 10日内签订。受让方
逾期不签合同的，终止供地，没收出让合同
定金。

3、交款时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天内一次性付清。

4、付款方式：转帐。
5、交地时间：出让价款付清后 30天内

交付土地。
6、交地条件和方式：达到三通一平交

地；由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储备交易
中心与受让人签订《土地移交确认书》。

7、动工建设时间和竣工时间：交地之
日起半年内开工建设，开工之日起一年内
竣工并投产。

8、该地的竞得者在招收员工时除技术
人员外，必须有不少于20%为东海岛户籍居
民。投产前，所招工人数经人社劳动部门
核实后不达到上述要求的，开发区管委会
将按所欠人数每年收取就业保障基金。

9、未尽事宜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
定执行。

10、宗地的报纸公告费由受让方负担，
受让方须自成交次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报
纸公告费汇入指定账户。

二、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竞
价交易工作由湛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下称交易中心）具体组织实施。

三、竞买资格及要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其

他组织和自然人，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
可参加土地使用权竞买。申请人可以单独
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2、竞买申请人应当取得有效的数字证
书（详见《CA数字证书办理指南》），并在规
定的期限内交纳竞买保证金后方可参与网
上竞价交易活动。

3、竞买申请人及其控股股东存在下列
违法违规违约行为的，在结案和问题查处
整改到位前，不得参加土地竞买活动：

（1）存在伪造公文骗取用地和非法倒
卖土地等犯罪行为的；

（2）存在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违法
行为的；

（3）因企业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一年以
上的；

（4）开发建设企业违背出让合同约定
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

竞买申请人存在以上任何一种情形
的，不能获得竞买资格；参加竞买后发现存
在任何一种情形的，其竞买资格无效。

4、竞买申请人缴纳的竞买保证金不得
属于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
金，并应出具商业金融机构的资信证明。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竞
价交易采用增价竞买方式，网上竞价平台
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价格竞得人。价格
竞得人经审查符合竞买资格的，即成为本
次交易的最终竞得人。价格竞得人自身不
具备竞买资格的，其价格竞得结果将被撤
销，该价格竞得人根据《湛江市土地使用权
与矿业权网上竞价交易规则》第三十条承
担相应责任。

五、本次网上竞价交易条件及相关信
息，在湛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及湛
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土地与矿业权竞
价平台上（网址：http://tdkq.zjprtc.com/
jingjia/）同步发布。申请人可于 2019年 12
月 10日至 2020年 1月 10日前的工作时间，
到以上网站下载交易文件。湛江经济技术
开发区国土资源局将组织竞买人到地块现
场勘看。

六、本次网上竞价交易相关时间。公
告时间：2019年12月10日上午8：30至2019
年 12 月 29 日下午 6 时。 网上报价时间：
2019年12月30日上午8时30分至2020年1
月 14日上午 10:30。竞买保证金缴纳期限
(报名期限)：2019年 12月 10日上午 8：30至
2020年1月10日下午4时，以网上竞价平台
确认到达指定账户时间为准。网上竞价平
台在确认竞买保证金按时足额到账后赋予
申请人竞买资格。

七、申请人须详细阅读本次网上竞价
公告、须知等网上竞价文件，申请一经受
理，即视为竞买人对网上竞价文件及地块
现状无异议并全部接受，并对有关承诺承
担法律责任。

八、本公告中提出的时间一律以网上
竞价平台显示的时间为准。

九、联系方式
（一）开发区国土资源局联系方式。联

系 人 ：王 生 、万 女 士 ，联 系 电 话 ：
0759-3389027。

（二）湛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联系方
式。联系人：黄生、宋生、陈生，咨询电话：
0759-3585822（平台操作）、3585819（交易
规则），联系地址：湛江市赤坎区体育北路
15号湛江市人民政府行政服务中心二楼湛
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窗口。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资源局

2019年12月10日

单位证件
●郑骏超遗失由湛江万达广场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31日开具的房款收据，金额：210000
元，收据编号：NO.0003053，声明作废。
●湛江市赤坎区盛昆饮料商行朱建升遗失粤地税字
440822197902043532号税务登记证副本，纳税人
编码：4408025006941，声明作废。
●湛江市赤坎区盛昆饮料商行朱建升遗失粤国税字
44082219790204353200号税务登记证副本，声明
作废。
●湛江市霞山区康悠家保健品店窦晓颖遗失湛江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霞山分局2018年11月21日核发的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40803MA52J84K2D，声明作废。
●湛江市坡头区龙头泰恒娱乐城陆阳子遗失湛江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坡头分局2018年1月10日核发的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40804MA5186T959，声明作废。
●湛江市赤坎区张仰赐快餐店遗失湛江市赤坎区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18年9月10日签发的《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JY24408020050219，
声明作废。
●湛江市赤坎区张仰赐快餐店张仰赐遗失粤地税字
350124198503286112号税务登记证副本，纳税人
编码：4408025009329，声明作废。
●湛江市赤坎区张仰赐快餐店张仰赐遗失湛江市赤
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7年11月20日核发的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40802MA4YAWK719，声明作废。
●湛江京洲投资有限公司遗失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

（发票联和抵扣联）1份，发票代码：4400192130，发
票号码：46673952，特此声明。

个人证件
●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寸金五横路308号许真铭遗
失湛江市公安局赤坎公安分局2014年签发的身份
证，声明作废。
●广东省湛江市麻章区麻章镇大塘村200号李笑梅
遗失麻章公安分局2016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
废。
●周普升（父亲）、唐小娇（母亲）遗失周莉媛（女儿）
出生证一本，证号：O440541612，声明作废。
●杨佳威遗失由湛江鹰展假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9年4月26日开具1FB002铺物业保证金收据1
张，编号：4770958，金额：11218元，声明作废。
●杨佳威遗失由湛江鹰展假日广场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于2019年4月26日开具1FB002铺承包保证金收
据1张，编号：0804979，金额：6782元，声明作废。
●遂溪县遂城虾仔休闲餐吧郑志超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440823600233238，声明作废。
●遂溪县建新镇中心小学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正
本，核准号：Z5913000062101，声明作废。
●吕赵文遗失粤G44442号车的道路运输证IC卡，
证号：440800004347，声明作废。
●遂溪县黄略镇龙湾村127号梁思敏遗失县公安局
2012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遂溪县乌塘镇邦塘村五队陈燕龙遗失县公安局
2011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遂溪县城月镇乾塘村1078号陈进清遗失县公安
局2012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下转A07版）

温馨提醒：

企业及个人各类证件

遗失，及时登报声明，保

障自身合法权益。

业务咨询：3336821

咨询时间：8:00-11:50
14:40-5:30

刊登各类证件遗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