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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转让及催收公告

债务人：侯召岐、简瑞国、兰承

泰、马新森、李现田

担保人：相龙银

你们欠农行泗水县支行、邹城市

支行、梁山县支行的借款，已由济宁市

农行转让给济宁市财信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济宁市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于2018年将以上借款本息转让给山东

明廉律师事务所，山东明廉律师事务

所于2018年将以上借款本息转让给任

城区阳光花园小区孟宪慧女士所有，

望你们向孟宪慧女士履行还款义务。

特此公告。

济宁市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

山东明廉律师事务所

债权受让人：孟宪慧

2019年2月12日

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田冰：申请执行人济宁市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执行一案，本院对你抵押的

房产已拍卖完毕，限你于本公告之日

起三日内将你名下的位于任城区洸河

花园小区18号楼8单元1层西户的房屋

产权证 (房产证号：济字第020859-

01)、洸河花园小区18号楼8单元4层西

户的房屋产权证 (房产证号：济字第

028751)交到本院执行局办理过户手

续，逾期不交，将自动作废。特此公告。

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

2019年2月22日

声明

济宁市勇冠商贸有限公司开户许

可证丢失，核准号：J4610004918201，法

人：刘丽华，开户银行：中信银行济宁

分 行 营 业 部 ， 帐 号 ：

8112501014000174850，声明作废。

电厂北路7号15号楼1单元5层东户

谢海超，不动产权证书遗失，证号：

鲁 ( 2018 )济宁市不动产权第0000970

号，房屋建筑面积：49 . 77平方米，配

房：4 . 90平方米，特此声明。

杨雨帆，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出生

证编号：O370245006，声明作废。

被征收人：陈尊伟 (身份证号

码：37088319651204701X)市中区仙营

镇东红庙居委1号楼东单元五层西户

(房权证号：房权证中字第001484-01

号)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安置协议书丢

失，征收部门：济宁市任城区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征收实施单位：济宁市

任城区仙营街道办事处，声明作废。

张君泽，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出

生证编号：S370108423，声明作废。

导报讯 日前，山东省品牌评价

实验室、山东省质量评价协会公示了

2018年度山东名牌产品和山东省服务

名牌名单，兖州区9个产品和服务榜上

有名，新增名牌数位列济宁市首位。其

中，山东迪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硅单

相桥式整流器、山东芯诺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GPP玻璃钝化芯片等8个

产品获“山东名牌产品”称号，山东

经典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电商物流

服务获“山东省服务名牌”称号。

目前，兖州区共有中国驰名商标

5个，山东省名牌产品、服务名牌60

个，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1个，

省级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5个，主持

和参与修订国家行业标准15个。

(张美荣 司聪)

兖州扎实推进
质量强区

邹城建成山东

省首家智能机器人

应用技术研究院，

各行业发明专利达

到743件，累计已有

2 0 0家企业与科研

院所建立产学研合

作关系

梁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梁挂告字[2019]2号

经梁山县人民政府批准，梁山

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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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况和规划指标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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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11日至 2019年3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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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p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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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

9时至2019年3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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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16时。

六、各宗地网上挂牌报价时

间为：

2016-74号宗地2019年3月3日9

时至2019年3月12日9时00分；

2017-124号宗地2019年3月3日9

时至2019年3月12日9时10分；

2018-36号宗地2019年3月3日9

时至2019年3月12日9时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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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1日

至2019年3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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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向梁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提出，梁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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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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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0537-7363625

梁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2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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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74 四 周 均 邻 韩 岗 村 土
地。

1899 挂牌 工业
用地

50

建筑密度：不低于 4 0%；容积
率：不低于1 . 0；建筑规模：不
低于1899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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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1 35 净地

2017-124

东、西、北均邻蔡南
村土地，南邻梁山富
源交通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蔡南村土地。

9603 挂牌 工业
用地

50

建筑密度：不低于 4 0%；容积
率：不低于1 . 0；建筑规模：不
低于9603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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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10 185 净地

2018-36

东 邻 规 划 路 ( 张 杨
路)，西、南均邻周庄
村 土 地 ， 北 邻 省 道
321。

10507 挂牌 工业
用地

50

建筑密度：不低于 4 0%；容积
率：不低于1 . 0；建筑规模：不
低于10507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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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10 202 净地

图为山东省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研究院工作人员为企业调试设备

曲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曲自资告字[2019]1号

经曲阜市人民政府批准，曲

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公开

挂牌出让2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地块的基本情况和

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

加，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

合申请。申请人应具备的其他条件：

(一)竞买人除应提供有效身份

证明文件、缴纳竞买保证金外，还

应提交竞买保证金不属于银行贷

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的

承诺书。

(二)根据《国土资源部 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房

地产用地和建设管理调控的通知》

(国土资发【2010】151号)要求，竞买

人存在有关违法违规违约行为的，

不得参与本次竞买活动。

(三)凡在本市范围内有闲置土

地、欠缴土地出让金及其他严重

土地违法行为的单位和个人禁止

参加此次土地出让活动。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通过曲阜市国土资源网

上交易系统进行。只有按规定办理

电子签名认证证书、按出让文件要

求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的申请人，

才能参加网上挂牌交易活动。

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

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

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

申请人可于2019年2月20日至

2019年3月20日到济宁市公共资源

交易网218 . 59 . 158 . 87:8089/GTJY_

JN/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19年3月12

日至2019年3月20到曲阜市国土资

源网上交易系统向我局提交书面

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

间为2019年3月20日16时00分。经

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

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

在2019年3月20日16时00分前确认

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

牌活动在曲阜市国土资源网上交

易系统进行。地块挂牌时间为:

曲储[2017]-36号地块：2019年3月12

日9时00分至2019年3月22日9时00分。

曲储[2018]-28号地块：2019年3月12

日9时00分至2019年3月22日9时10分。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

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

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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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严格按照规划部门审定的规划

方案和国家有关规范要求执行。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网上挂牌出让活动，由曲阜市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负责，在网上交

易平台进行。竞买保证金由市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监管，竞标完成

后5日内按规定划转。如遇到疑难

问题，请及时与该中心联系。

(四)未尽事宜详见济宁市公共

资源资源交易网218 . 59 . 158 . 87:8089

/GTJY_JN/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帐户

联系地址：曲阜市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中心

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0537-4890708

开户单位：曲阜市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中心

开户银行：网上交易系统自

动分配

银行帐号：网上交易系统随

机生成的保证金账号

曲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2月20日

宗地
编号 宗地坐落 土地面积

(m2)
土地
用途

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挂牌起始价
（万元）

竞买保证金
（万元）

加价幅度
（万元）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化率（%）

曲储���17�
��6号

北临、西临、东临小雪街道石家村
用地、南临政府储备用地

��6��商住 ＞1��
≤1�8 ≤��� ≥��� 1���1 6111 1��

曲储���18�
��8号

南临人民路、东临规划路、西临曲
师大北公寓用地、北临教授花园

8176 商业 ≤���≤�� ≥�� ��78 ��78 1��

济宁市“5G产业

合作计划”启动

导报讯 日前，济宁市

“5G+IPv6”首发仪式暨济宁

移动“5G产业合作计划”启

动大会举行。据了解，济宁移

动充分整合优势资源、携手政

企单位推进5G产业发展，分

别与济宁高新区管委会签订

“智慧高新”战略合作协议，

与山东如意、辰欣药业、中煤

工矿等多家企业代表签订5G

产业合作协议，共同推动“智慧

高新”建设。 (刘云)

农行曲阜支行

确立现场检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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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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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文新)

农行泗水支行

积极宣传新亮点

导报讯 2018年,农行泗水

支行宣传工作取得丰硕成果 ,

全年共被多家新闻单位采用新

闻稿件288件。

该行牢固树立“以宣传服

务工作”的思想，围绕全行各

项经营活动积极宣传全行新亮

点、新举措、新成效，助推全

行质效发展。(邵泽平 李明)

导报讯 嘉祥县结合全县现代农

业发展特点，明确农机化推广重点工

作，大力引进推广先进适用的农机新

技术、新机具。

该县认真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

策，积极争取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科

学制定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方案，进一

步健全制度，完善程序，加强监管，

严肃纪律，确保2019年农机补贴资金

全面落实。运用农机补贴资金优先补

贴玉米收获、保护性耕作、土地深松

和经济作物机械，促进农机装备结构

优化。

围绕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促

进农业绿色发展，组织开展系列培

训、现场演示等宣传推广活动，促进

节水灌溉、精准施肥施药、深松深

耕、秸秆还田离田、保护性耕作、残

膜回收、畜禽粪污处理利用、水肥一

体化、种肥同播等机械化技术推广应

用。 (张海涛)

嘉祥推广
先进农机新技术 邹城市围绕创新型城市建

设目标，突出科技支撑产业发

展主题，目前，邹城拥有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45家，高新技

术产业产值达到280多亿元，荣

获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中国

优秀创新城市等荣誉称号，今

年成功入选首批创新型县(市)

名单。

科技引领，

新兴产业发展迅猛

以艾孚特为代表的生物医

药产业是邹城重点发展的新兴

产业之一。该市积极对接省“5

+5”产业和济宁市十大产业，

在“6+5+X”产业体系的基础

上，高标准引育培植“2+3+2”

新旧动能转换特色产业集群，

坚持传统产业存量提升与新兴

产业增量崛起并举，培育发展

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

等产业。

同时，该市大力实施科技

型小巨人企业培育计划，不断

完善从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

新发展全链条服务，“保姆

式”培育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创

新发展，全力激活科技型企业

潜力，一批科技含量高、盈利

能力强的小巨人企业脱颖而

出。目前，该市61家企业通过

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

富农利民，

科技创新普惠农业

科技富农利农在邹城成果

丰硕。该市成功创建了国家农

业科技园区，持续开展粮食绿

色高产创建，示范推广小麦宽

幅精播、玉米绿色增产、花生

高垄单粒精播等新技术 1 0余

项，被农业部认定为全国粮食

生产先进单位。

尤其在食用菌产业上，该

市高标准食用菌种植面积达到

1430万平方米，工厂化、智能

化食用菌种植及加工企业近20

家，产值20多亿元，连续举办

食用菌产业博览会，“邹城蘑

菇”成功申报第三批省知名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平台搭建，

撬动高质量发展“杠杆”

珞石科技在邹城能够迅速

发展，得益于该市完善的产业

基础和浓郁的机器人发展氛

围。邹城不断完善平台建设，

以机器人研究院、大学科技园

为代表的创新创业平台在该市

层出不穷。泰山玻纤邹城公司

创新成果荣获省科学技术进步

奖一等奖，建成山东省首家智

能机器人应用技术研究院，各

行业发明专利达到743件，累计

已有200家企业与科研院所建立

产学研合作关系。

经过不断探索创新，该市

形成了源头创新有产业研究院

等新型研发机构，过程成长有

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等

创新平台，终端成果转化有企

业技术中心、产业园区等完整

的创新创业孵化链条，科技服

务水平实现了快速提档升级，

为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起到了重

要作用。

2014年被认定为国家级科

技企业孵化器的邹城科创大学

科技园则是济宁市首个国字号

公共创新平台，目前已累计入

驻企业150余家。目前，该市共

有国家级企业创新平台4个，其

中国家级企业重点实验室1家，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1家，国家

级博士后工作站2个；省级企业

创新平台38家，省级产业研究

院6家。(张长青 盛超 郑莹莹)

县级市拥有国家级企业重点实验室和技术中心

邹城变身科技“小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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