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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邹城市展翔磨料有限责任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8836705447283，因经股东

会决议解散，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为了对公司债权

债务进行清理清算，特成立了

清算组。请有关债权人于本公

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

续。逾期不申报，视为自动放

弃。特此公告。

联系人：熊光美

联系电话：13355162793

联系地址：邹城市郭里镇

上黄路屯村东

邹城市展翔磨料有限责任

公司清算组

声明

刘光朋遗失2015年3月26

日核准的济宁市任城区光朋商

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

本 ， 注 册 号 ：

370811600238287，声明作废。

高宇，男，出生时间：

2013年6月17日，出生医学证

明 丢 失 ， 出 生 证 编 号 ：

N370082307，特此声明。

债权转让通知

华宸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根据我公司与济宁森安门

窗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

让协议书，将305万元债权等

全部权利转让给济宁森安门窗

工程有限公司，请贵公司接到

本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向济宁

森安门窗工程有限公司履行偿

还305万元债权的全部义务。

特此通知。

债权人：季裕忠 奚荣建

经梁山县人民政府批准，梁山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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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等要求

梁山县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梁挂告字[2019]1号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

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

请参加。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

也可以联合申请。联合申请竞买

必须提供联合竞买协议，并在协

议中明确受让人。

梁山县欠缴土地出让金、闲置

土地的用地者，不得参加竞买。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在互联网上交易，即

通过梁山县土地和矿业权网上交

易系统 (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

统”)进行。凡办理数字证书、符

合竞买资格、按要求足额缴纳竞

买保证金的申请人，均可参加网

上挂牌交易活动，按照价高者得

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详

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该宗地挂

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19年1

月28日至 2019年2月24日登陆梁

山县网上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交易系统网站 (h t tp : //

218 . 59 . 158 . 87:8089/GTJY_JN/)查询

下载。申请人须详细查阅了解本

次网上挂牌出让公告、竞买须

知、《出让合同》(草本)、宗地现

状、规划部门的规划指标要求等

相关信息后，按照网上交易规定

的操作程序参加竞买。

五、申请人可于2019年2月17

日9时至2019年2月24日16时前，登

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并

缴纳竞买保证金。缴纳竞买保证

金按网上交易系统提示操作，截

止时间(到账时间)为2019年2月24

日16时。

六、各宗地网上挂牌报价时

间为：

2016-04号宗地2019年2月17日

9时至2019年2月26日9时00分；

2016-05号宗地2019年2月17日

9时至2019年2月26日9时10分；

2018-45号宗地2019年2月17日

9时至2019年2月26日9时20分；

2018-46号宗地2019年2月17日

9时至2019年2月26日9时30分；

2018-53号宗地2019年2月17日

9时至2019年2月26日9时40分；

2018-78号宗地2019年2月17日

9时至2019年2月26日9时50分；

挂牌报价时间截止时，经网

上交易系统询问，有竞买人表示

愿意继续竞价的，网上交易系统

自动进入网上限时竞价程序，通

过竞价确定竞得人。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竞买人可于2019年1月28日

至2019年2月24日可自行实地现场

勘察出让地块。对本次网上挂牌

出让公告中的宗地，如竞买人有

异议，可以在公告期限内以书面

形式向梁山县国土资源局提出，

梁山县国土资源局收到异议后十

个工作日内予以书面解释。如无

异议，申请一经受理确认后，即

视为竞买人对该宗地的现状全部

接受。

2、本次网上挂牌出让公告中

有关规划指标要求，以宗地出让

文件中规定的指标为准。受让人

要严格按照规划方案和国家有关

规范要求执行。其他公开出让事

项如有变更，将在互联网络及有

关媒体刊登变更公告，届时各竞

买人以变更公告为准。

3、存在竞买须知所示情况

的，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

4、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网上挂牌出让交易活动，由梁山

县国土资源局、梁山县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中心负责，在网上交易平

台进行。竞买保证金由县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中心监管，竞标完成后5

个工作日内按规定划转。如遇到疑

难问题，请及时与该中心联系。

5、由于系统原因，本公告不

能直接原文在中国土地市场网发

布。中国土地市场网所示土地出

让公告内容与本公告内容不一致

的，应当以本公告为准。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联系

电话：0537-7618112

数字证书办理咨询电话：

0537-7618112

梁山县国土资源局：0537-

7363625

梁山县国土资源局

2019年1月28日

宗地
名称

土地
位置

土地
面积
(m2)

出让
方式

土地
用途

出让年限
（年） 规划指标要求 起始价

(万元)

增价
幅度

（万元）

竞买保
证金
（万元）

交付
条件

2016-04 四周均邻程垓村土地。 4121 挂牌 工业用地 50
建筑密度：不低于40%；容积率：不低于1.0；建筑规模：不
低于4121m2；建筑高度：不高于24米；绿地率：不高于15%，
且不得规划建设成片绿地

78 1 78 净地

2016-05 四周均邻程垓村土地。 6543 挂牌 工业用地 50
建筑密度：不低于40%；容积率：不低于1.0；建筑规模：不
低于6543m2；建筑高度：不高于24米；绿地率：不高于15%，
且不得规划建设成片绿地。

123 10 123 净地

2018-45 四周均邻关庄村土地。 6276 挂牌 工业用地 50
建筑密度：不低于40%；容积率：不低于1.0；建筑规模：不
低于6276m2；建筑高度：不高于24米；绿地率：不高于15%，
且不得规划建设成片绿地。

121 10 121 净地

2018-46 四周均邻关庄村土地。 6630 挂牌 工业用地 50
建筑密度：不低于40%；容积率：不低于1.0；建筑规模：不
低于6630m2；建筑高度：不高于24米；绿地率：不高于15%，
且不得规划建设成片绿地。

128 10 128 净地

2018-53
东邻王庄村土地，西邻师庄村土
地，南、北均邻师庄村、王庄村
土地。

8618 挂牌 工业用地 50
建筑密度：不低于40%；容积率：不低于1.0；建筑规模：不
低于8618m2；建筑高度：不高于24米；绿地率：不高于15%，
且不得规划建设成片绿地。

166 10 166 净地

2018-78
东、南均邻梁山县土地收购储备
中心，西邻堂子村、蔡东村土
地，北邻梁济公路。

1421 挂牌
商业服务
业设施用
地

40 建筑密度：不大于50%；容积率：不高于0.5；建筑规模：不
高于650m2；建筑高度：不高于8米。

139 10 139 净地

导报讯 汶上县“防汛卫士”张士

龙带领8人抢险队奔赴鱼台县连续奋战4

天4夜，出色完成了抢险救灾任务，受

到了省委表彰；次邱镇“地瓜大王”刘

文学种植2万多亩甘薯，年产量能达1 . 2

亿斤，脱毒甘薯苗销往大江南北、世界

各地，带动乡亲共同致富；郭仓镇“独

臂老吴”吴怀庆发展面条产业，脱贫不

忘回报社会，帮助其他贫困户共同脱

贫；人社大厅“最美陪跑员”王莉视群

众为亲人，每天至少陪跑两万步，群众

办事她陪跑；西门社区“马扎书记”孟

昭海，一心为民抓治理，坐在马扎上解

民意， 3万人的社区连续 4年“零上

访”……

为展示汶上县党的建设和经济社会

发展成就，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引领作

用，汇聚党员干部群众强大合力，提供

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撑，1月28日晚，

汶上县举行第三届“最美汶上人”颁奖

典礼。

颁奖典礼通过人物代表访谈、典型

事迹再现、嘉宾现场互动、颁奖等多种

形式，推出了为在经济建设、城乡建

设、党建民生等方面做出贡献的20名最

美汶上人。颁奖典礼现场，把他们的付

出和贡献娓娓道来，感动着每个人的内

心，震颤着每个观众的灵魂，激荡初心

的力量。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信念坚

定、忠诚于党的政治品格，勇于担当、

创新奉献的精神风貌，牢记使命、不忘

初心的为民情怀，向人们展示了新时代

先进人物的信仰坚定、心系群众、勇于

担当、创新奉献的精神风貌，激发着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干事创业、不懈奋

斗的榜样力量。

启事在教诲，成事在榜样。近年

来，汶上县认真落实《公民道德建设

实施纲要》，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培育践行，深入开展各类主

题实践活动，营造了知荣辱、讲正

气、树新风、促和谐的文明风尚。去

年，好人之风吹遍汶上各个角落，全

年群众参与推荐好人线索6万余条，全

县9人获评济宁好人，5人获评山东好

人。6人入选全市道德模范，入选数量

位居全市第一。推进“四德”工程建

设，评选“榜上有名”先模人物20名。

获评全市学雷锋活动示范点1处，学雷

锋标兵1名，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达

到7处。新增全国文明村1个、省级文明

单位5个、文明村镇7个，市级文明单位

11个、文明村镇7个、文明社区2个。成

功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启动创建全国

文明县城。目前，“最美汶上人”评

选已举行三届，在他们当中涌现出了

一批爱岗敬业、孝老爱亲、见义勇

为、乐于助人、自强不息、热心公益

的先进典型，“最美汶上人”身上，

集中体现了百姓认同、社会崇尚、时

代呼唤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群

众身边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的先

进典型。

榜样催人奋进，精神凝聚力量。

2018年，汶上县牢牢把握“求突破、争

进位”总要求，大力弘扬“实干担当、

创新争先”的汶上精神，党员干部群众

拼搏实干、砥砺前行，全县呈现出经济

健康发展、事业全面进步、民生持续改

善、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2018年

预计完成地区生产总值305亿元，增长

7 . 3%；固定资产投资1 9 3亿元，增长

9 . 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1亿元，增

长1 0%。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 4亿

元、增长3%，税收占比89 . 7%，居全市

11个县市区首位。

“一个榜样，一面旗帜；一群好

人，一城春风。最美汶上人的事迹让人

感动，给人力量，集中体现了汶上人民

共同的精神气质，是我们这座城市最宝

贵的精神财富，将不断汇集建设美丽汶

上的强大正能量。”汶上县委书记李志

红介绍说，一个好榜样，可以感召一群

人、带动一群人、凝聚一群人。党员干

部群众要以榜样为镜，向榜样学习，朝

榜样靠拢，从中汲取精神力量，牢记使

命和担当，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作贡献。

(刘长春 胡克潜 戴鸿玺)

导报讯 梁山县把“双招双引”作为全

县发展的生命线和经济工作主抓手，通过项

目与企业一起招、技术与人才一起引，努力

实现招引总量和质量双提高、领域和层次双

突破，以大招引推动大发展，继续在全市新

一轮发展中奋勇争先、走在前列。

据了解，2018年，梁山县“双招双引”好

戏连台。全年招商活动突破2300余次，来梁客

商超过1500余人次，签约亿元以上项目64个。

与武汉理工、济南大学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

议，与同济大学汽车学院签署合作备忘录，

引进泰山学者1人，研究生以上人才82人。各

乡镇、街区“三个一”任务圆满完成，项目

质量明显提高，47个亿元以上项目开工建设，

33个项目竣工投产，发展后劲持续增强。

今年梁山县将持续攻坚“双招双引”，

在招大引强上求突破。坚持精准发力抓招

商，围绕世界500强、中国500强、民营500强企

业，提前搞好项目策划包装，在产业链上生

成项目，依据项目绘制路线图，点对点、一

对一登门拜访、敲门招商。坚持专班专办抓

招商，44个招商专班及专职招商人员，以招商

引资为主责主业，心无旁骛、一心一意搞好

招商引资。打造洼地“引人才”，制定更加

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为

梁山发展广聚人才。积极探索招才引智工作

站、企业异地研发中心、高层次人才促进

会、企业科技副总等柔性引才模式，多渠道

聚天下英才服务梁山。不拘一格“用人

才”，营造鼓励创业、支持创新、宽容失败

的干事环境，用好决策咨询专家库，发挥

“外脑”咨政、对策研究的作用。千方百计

“留人才”，厚植人才成长沃土，畅通人才

绿色通道，推进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企业研发平台建设，加快人才公寓建

设，为人才大展宏图提供平台。

同时，把改革创新作为推进发展的最大

红利，以革故鼎新的思路、举措寻求创新突

破，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创造性落实

新旧动能转换，持续推进“创新、创造、创

品牌”，“真金白银”重奖企业创新。落实

联审联批、专人代办制，确保落地手续“一

次办好”。继续实行部门评议制度。对重

点项目实行包保责任制，为项目提供“全

程式”“保姆式”服务。该县将2 0 1 9年确

定为“园区提升年”，重点提升园区承载

力，把园区打造成产业聚集的高地、宜居宜

业的家园。 (刘继华 张瑞振)

鱼台香椿助农增收

导报讯 正值隆冬，天气

寒冷，但在鱼台县罗屯镇刘庄

村香椿大棚里却是一番热火朝

天的景象，村民正对香椿进行

采摘、打捆、包装。

刘庄村投资60余万元建成

两个占地共3000平方米的日光

棚，用来栽种香椿。这些香椿

芽于春节前后上市，通过淘

宝、微信、抖音等电商平台销

售的精品，每斤达70元。

(乔志宇 王猛)

农行泗水支行

“八防”提高风险防控

导报讯 近年来 ,农行泗

水县支行努力提升操作风险防

控能力；紧跟运营转型步伐，

加快网点运营创新管理机制，

积极应对困难和挑战，实现各

项工作稳健快速发展。

该行每年梳理金库人员任

职年限及角色配置，对超3年

的需进行轮岗，配置岗位要相

互制约；凭证库、档案库安全防

护全面进行了改造提升，达到

“防火、防潮、防盗、防光、防

尘、防水、防鼠、防虫”八防

标准。 (邵泽平 张茂晨)

农行曲阜支行

量身定做贷后管理方案

导报讯 农行曲阜支行构

建齐抓共管的责任网络，实行

分片包干，法人客户和重点个

贷客户由行长、分管行长及经

理包户到人，其余客户由网点

主任、客户经理包户到人，加

强责任监督和目标考核，涉贷

人员全部签订责任书。

确立支行班子季度现场检

查机制，掌控贷款资金流向。针

对不同类型的客户，量身定做贷

后管理方案，将产品交叉销售率

提升作为必查项目。(刘文新)

梁山纵深推进“双招双引”

敲门招商，
打造洼地“引人才”

汶上让榜样凝聚发展力量

一群好人 一城春风
梁山县将2019年确定为“园区

提升年”，重点提升园区承载力，把

园区打造成产业聚集的高地

一个榜样，一面旗帜；一群好人，一城春风。最美汶

上人的事迹让人感动，给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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