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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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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号

邢开储[2019]
32 号

备注：1.本次出让地块按楼面价方式挂牌，土地成交后按成交楼面地价×计容总建筑面积计收出让价款（取整至万元）；2.邢开
储[2019]31号地块楼面价增价幅度为20元/平方米，邢开储[2019]32号地块楼面价增价幅度为10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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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
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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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5.8

2.4

计容建筑面积
（平方米）

2349

27703

建 筑
密度

30%

20%

绿 地
率

25%

35%

出让
年限
（年）

40

70

楼面地价挂
牌起价

（元/平方米）

520

1522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122.15

2109

经邢台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批
准，区土地储备中心决定以挂牌方式出
让两（幅）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
标要求

以上规划摘要不能详尽之处，以各
地块规划条件为准。

二、本次出让地块，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外法人、自然人和其它组织均
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可以单独申
请，也可以联合申请（法律法规对申请
人另有限制的除外）。通过信用中国
（ 河 北 ）（http://www.credithebei.gov.
cn/）查询被列入黑名单的，通过河北
省企业环境信用评价信息管理系统平

台 （http://110.249.223.66： 8099/
xypjww）查询被列入黑标的，欠缴土
地出让价款的，列入工商、税务、河北
省安全生产部门失信企业名单的单位
或个人，不得参加竞买。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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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前（节假日除外），到
邢台经济开发区创业服务中心 110 室
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提交书面申请和交纳
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 10 日 17 时 0 分前（以实际到账为
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

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中心将在
2019 年 10 月 10 日 17 时 30 分前确认其
竞买人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活动在邢台经济开发区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三楼进行，各地块挂牌时间为：

2019 年 9 月 25 日 9 时 0 分至 2019
年10月12日10时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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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传
真、邮寄、电子邮件、口头等形式的竞买
申请和报价。

（三）本次出让地块内如有空中电

力线、通讯线、地下隐藏物、埋藏物、地
下管网及线路、人防设施、电力设施、热
力燃气设施、铁路线、建筑垃圾等均由
竞得人自行负责向有关部门申请迁移
或清理，所需费用由竞得人自行支付。

（四）具体规划要求以邢台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邢台经济开发区分局出
具的规划条件为准，详细问题请咨询邢
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邢台经济开发
区分局，电话：0319-3636261。

（五）竞买申请人应详尽了解本次
出让宗地现状及所列条件，提交竞买申
请视同对本次出让宗地的现状及所列
条件无异议并全面接受，包括同意接受

《挂牌出让须知》的约束，违反有关条款
的，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按照邢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认真做好〈河北省促进绿色建筑
发 展 条 例〉贯 彻 实 施 工 作 的 通 知》
（〔2019〕-6）文件要求，本次出让地块需
按要求配建绿色建筑等级和装配式建
筑、超低能耗建筑等。

（七）本公告解释权归邢台经济开
发区土地储备中心。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邢台市中兴东大街1888

号创业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319）3636155
九、相关网址
中 国 土 地 市 场 网 ：http://www.

landchina.com/
邢台经济开发区土地储备中心

2019年9月5日

邢台经济开发区土地储备中心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邢开土储告字〔2019〕18号

130多个兰花品种

市场上难以寻觅
天 气 常 如 二 三 月 ，一

日看尽世界花，走进园博
园兰花别院，这里繁花似
锦。

正门口，一株枯树上生
机勃勃。苔藓攀附在树枝
上，兰花扎根枯树而生，空气
凤梨垂下它诱人的身姿，为
盛放的兰花增添朦胧美……

“老树生花”的寓意不言而
喻。

走廊里，金公主、黄金
甲、藏宝图等多个品种兰花
荟萃一处，风吹兰花，满面
香。兰花别院工作人员刘丽
介绍，这里有 130余种兰花，
这次是它们首次在省园博会
中露面。

“同时展出 130 余种兰
花，除了能在专门的兰花展
中见到这些品种外，别处是
见不到的。其中，很多品种
在市场上很难寻到。”刘丽
说。“仔细看，这朵兰花花瓣
敞开宛若裙装，和花蕊整体
构成一个舞者，因此得名跳
舞兰。”

水晶兰，晶莹剔透，小斑
马花瓣斑斓……刘丽说，不
少兰花就是因其长相得名。

“仔细品，每株兰花都很有
趣。”

本报记者 孙瑞超 文/图

声明
逯瑞华不慎将中华人

民共和国伤残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证丢失，证件
号：冀工 000415，声明作
废。

130余种兰花“相聚”邢台

你和园博园的约会,就差一场花卉展了
专人打理维护

每一朵花都值得温柔对待

仙客来寓意好，但夏季为其休眠期，它的花期
较现在晚。国际花卉交流中心有 3万余株，杨树
海说，他们通过培育，并人工干预降温，才使得仙
客来开放。

国际花卉交流中心的植物墙上，将四季有叶、
有花。为呈现更好观看效果，浇灌、排水系统安置
在墙体里面。

兰花金贵，刘丽聘请专业人士打理。兰花花
期短，刘丽人为控制延长兰花花期。

兰花上方，设有植物补光灯、喷水装置。“每隔
几个小时，就会喷洒一次水。”刘丽说：“这里环境
和温室大棚有差距，只能尽量弥补。”

此外，还有专人按时查看植物生长情况。“兰
花有凋谢情况，我们会及时替换，并将其运送回温
室大棚。”

刘丽说，这里很多花都从远处来，比如有一
株尤加利从昆明来，有一张荷叶从石家庄来……

“我们工作人员悉心照料，希望游客也能温柔对
待。”

你知道吗？在园博园里，隐藏着一处起起伏伏的
太行山脉。这处太行山脉坐落于国际花卉交流中心
内，与众不同之处，它由上万盆仙客来设计而成。

它是真正的鲜花爆满山。花卉成梯田形式铺开，
组成太行山脉的同时，展现出太行山较多梯田的韵味。

国际花卉交流中心正门，是一面植物墙。工作人
员杨树海介绍，墙面上栽种了不同植物，使游客可看
花、可赏叶，仔细观察，观叶植物也勾勒出太行山的轮
廓。

植物墙的另一面，仿佛正在进行一场时尚 T 台
秀。花卉编成的围巾、裙子、风衣，穿在模特身上。杨
树海说，围巾由永生苔藓做成，奇妙之处在于它的颜色
不会发生改变。

“这里有F1代仙客来12个品种3万余株，宝莲灯、
空气凤梨、勿忘我等多种配花 2000余株，是名副其实
的花园。”杨树海说。

鲜花，转动的水车，脚印形状的山石，小兔子，白雪
公主和七个小矮人……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奇迹花
园成了孩子们的天堂……

3万余株仙客来

画一幅太行山水送给你

渺渺雾森，宁静

致远。老树枝干轻托
着朵朵兰花，宛如仙
境。兰花用它独特的
气质，为邢台园博园
绘出了一幅明媚的画
卷。

在园博园里，不
看花展，不品兰味，便
不算真正去过。9月
4日，记者追寻兰花的
足迹，赶赴园博园内
花的盛会。

在国际花卉交流中心内自拍在国际花卉交流中心内自拍

在兰花别院欣赏花卉在兰花别院欣赏花卉

参观的游客参观的游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