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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途汽车有限公司管理人就领途汽车有限公司公开招
募投资人。具体公告内容可登陆全国企业破产重整信息
网、清河县法院网站进行查看。

联系人：王律师 17659938030
领途汽车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0二一年一月五日

领途汽车有限公司管理人

招募公告天津市金昱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2020年6月至12月参与

承建施工邢台路桥建设总公司开元路南延EPC工程，跨七里河大

桥景观亭施工分包合同内容已履行完毕，我公司承诺已完成本项

目中所有农民工工资结算工作，如有农民工工资纠纷，均由我公

司负责解决并承担一切后果，特此公告！

天津市金昱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1月7日

公 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1年1月
14 日 10 时在本公司拍卖厅公开拍
卖：需拆解报废处置的汽车、三轮车、
电动（三轮车、自行车）、自行车一批，
竞买人须为具有邢台区域内《报废汽
车回收（拆解）企业资格证书》资质的
企业（须环保验收合格）。有意竞买
者请持相关资质证件原件、复印件
（一式三份，加盖公章）及竞买保证金
5 万元的转款凭证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 16 时前（以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
为准）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

展样时间：2021年1月12日—13
日

展样地点：标的所在地
联系电话：13131955136

河北镒德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经南和区人民政府批准，邢台市南和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面向社会公开出让编号南和区【2021】2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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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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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可以独立竞买，也可以联合竞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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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应具备的其他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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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企业
环境信用评价信息管理系统平台（http：110.249.223.66:8099/xypjww）
查询被列入黑名单（黑标）的，欠缴土地出让价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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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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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 7 日至 2021 年 2 月 5 日，到邢台市南和区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或邢台市南和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获取挂牌出让
文件。

六、申请人可于2021年1月7日至2021年2月5日，持竞买申请
书，营业执照副本，法人代表资格证明，法人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保证金交纳凭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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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商业金融机构的资信证明
等以上资料及复印件三份（复印件加盖公章）到邢台市南和区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提交书面申请。

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2月5日17时，本次出让不
接受邮寄、电子邮件、电话或口头竞买申请。具备申请条件的，出让人
将在2021年2月5日17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七、本次挂牌出让的地块交纳竞买保证金银行账户：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南和支行；户名：邢台市南和区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账号：100284541934；

八、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邢台市南和区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挂牌时间为：2021年1月27日9时至2021年2月8日11时（十个
工作日）。

九、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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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费用
由竞得人自行支付。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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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3、本次公告内容如有变动，以挂牌出让文件为准。
十、出让人及其地址
出让人：邢台市南和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邢台市南和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地 址：南和区和阳大街295号
联系电话：0319——4561626 0319——4667517
出让单位：邢台市南和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交易见证机构：邢台市南和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1年1月7日

邢台市南和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南自然告字[2021]2号

宗地编号

南和区
【2021】2号

土地
位置

光明大街南侧、
祥和路以西

土地总
面积 (m2)

8832
（13.25亩）

土地
用途

住宅

规划条件

容积率

不大于
2.0

建筑密度

不大于
20%

绿地率

不小于
40%

出让
年限

70年

竞买保
证金(万元)

2500

起拍价
(万元)

2650

备注

经巨鹿县人民政府批准,巨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 拍卖 方式出让 1(幅) 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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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出让采用增价拍卖方
式，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拍卖出
让文件。申请人可于 2021 年 01 月 07 日 至 2021 年 01 月
26 日 到 巨鹿县政务中心一楼便民服务区通过拍卖公司
获取 拍卖 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 2021年01月07日 至 2021年01月26
日 到 巨鹿县政务中心一楼便民服务区通过拍卖公司 向
我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1
年01月26日16时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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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01 月 26 日 17
时00分 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活动定于2021年01月
27 日 10 时 00 分 在 巨鹿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四楼 3 号开
标室 进行。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本次拍卖土地使用权有保留价（保密），竞买人的最

高应价未达到保留价时，该应价不发生效力，拍卖不成交。
2、欠缴土地出让金，在“国家企业信用公示系统”中被列

入经营异常、严重违法的企业及个人，不得参加竞买。
3、申请竞买人应仔细阅读出让文件中的“巨自然技字

[2020]75号”规划条件，需特别关注关于强制性配建和关于
文物保护的相关内容，认真核算由此而产生的开发成本。

4、拍卖人于2021年1月18日9时组织申请人进行现场踏
勘，集合地点：巨鹿县政务中心一楼便民服务区。申请人也可
自行进行现场踏勘。

5、出让宗地范围内的地上附着物的拆除，空中电力
线、通信线、地下隐藏物、地下管网等均由竞得人自行向
有关部门申请迁移或清理，所需费用由竞得人自行支付。

6、出让宗地面积以县政府最终颁发的《不动产登记
证》为准。

7、本次土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委托河北力德拍卖有
限公司实施，由被委托人接受竞买申请及竞买人资格审查
并确认竞买资格，委托人不再受理上述事项，委托人只负
责监督。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巨鹿县黄巾大道北侧、光明街西侧
联 系 人：王女士
联系电话：13933728898

2021年1月6日

巨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巨自然告字[2021]01号)

宗地编号：

出让年限：

绿化率(%)：

主要用途：

城镇住宅-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明细用途

用途名称

城镇住宅-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投资强度：

起始价：

备注：

[2021]01

70年

大于或等于35

万元/公顷

2044万元

该宗地严格按照“巨自然技字[2020]75号”规划文件要求，实施公共基础设施、绿色建筑等相关配建。

宗地总面积：

容积率：

建筑限高(米)：

保证金：

加价幅度：

12562.91平方米

大于或等于1并且小于或等于3

小于或等于65

面积

12562.91

2044万元

1万元

宗地坐落：

建筑密度(%)：

估价报告备
案号

文庙路南侧、新华街以西

小于或等于25

1312620BA0226

邢台丰基理想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20年12月
31日取得邢台市襄都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放的《邢台市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预售项目名称：丰基兴达府项目1#
楼，预售房屋坐落银泉大街与兴达路交叉口西北角，预售
证为邢房预售证第襄2020057 号。根据邢台市人民政府
令第[2014]第5号《邢台市商品房预售款监管办法》规定，
现该项目已于2021年1月5日预设立了商品房预售款监
管账户，预售款已纳入邢台市襄都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监
管（注：该监管账户为预设账户，方便购房户能在第一时间
向监管账户缴存房款接受监管，保障购房安全）。

同时郑重提醒广大购房人，购买预售商品房时，请注
意《办法》第十六条规定：承购人未将预售款缴付监管账户
或未在规定时间内备案的，承担由此产生的经济责任。请

广大市民在购房时将定金、预付款、房价款（包括预售商品
房按揭贷款）、保证金等各种购房款，直接打入监管账户，
以确保您缴存的购房款用于商品房项目工程建设，防范商
品房交易风险，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现将开户银行、监管账户及账号通告如下：
预售款监管账户：邢台丰基理想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资金监管开户银行：邢台县邢农商村镇银行
预售款监管账号：2102000977320031
监督咨询电话：0319-5259809
售房咨询电话：2309999

邢台丰基理想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1月6日

通 告

经巨鹿县人民政府批准,巨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 拍卖 方式出让 4(幅) 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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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出让采用增价拍卖方式，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拍卖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 2021年01月07日 至 2021

年01月26日 到 巨鹿县政务中心一楼便民服务区通过拍卖公司 获取 拍卖 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 2021年01月07日 至 2021年01月26日 到 巨鹿县政务中心一楼便民服务区通过

拍卖公司 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01月26日16时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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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01月26日17时00分 前确认其

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活动定于2021年01月

27日10时00分 在 巨鹿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四楼3号开
标室 进行。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本次拍卖土地使用权有保留价（保密），竞买人

的最高应价未达到保留价时，该应价不发生效力，拍卖
不成交。

2、欠缴土地出让金，在“国家企业信用公示系统”中被
列入经营异常、严重违法的企业及个人，不得参加竞买。

3、拍卖人于2021年01月19日组织申请人进行现场踏
勘，集合地点：巨鹿县政务中心一楼便民服务区。申请人
也可自行进行现场踏勘。

4、出让宗地范围内的地上附着物的拆除，空中电力
线、通信线、地下隐藏物、地下管网等均由竞得人自行向有
关部门申请迁移或清理，所需费用由竞得人自行支付。

5、该宗地地上房屋建筑物为河北巨鹿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管辖资产，该资产由河北巨鹿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代为出让，房地产竞买保证金及成交总
价款中包涵含房屋建筑物价值，成交总价扣除房屋建筑物

价值后，剩余部分为土地出让价款。成交后土地出让价

款，由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缴入县财政局出让金专户，房屋

建筑物价款由河北巨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处置。

6、该宗地地上房屋建筑物，由河北巨鹿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向买受人交付，并承担因交付而产生的

相关法律责任。

7、出让宗地面积以县政府最终颁发的《不动产登记证

书》为准。

8、本次土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委托河北力德拍卖有

限公司实施，由被委托人接受竞买申请及竞买人资格审查

并确认竞买资格，委托人不再受理上述事项，委托人只负
责监督。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巨鹿县黄巾大道北侧、光明街西侧
联 系 人：王女士
联系电话：13933728898

2021年1月6日

宗地编号：

出让年限：

绿化率(%)：

主要用途：

商务金融用地

明细用途

用途名称

商务金融用地

投资强度：

起始价：

备注：

宗地编号：

出让年限：

绿化率(%)：

主要用途：

商务金融用地

明细用途

用途名称

商务金融用地

投资强度：

起始价：

备注：

[2021]02

40年

大于或等于20

万元/公顷

117万元

该宗地地上房屋建筑物价值57.69万元，地上房屋和建筑物不增价，增价全部为土地增价。

[2021]03

40年

大于或等于20

万元/公顷

52万元

该宗地地上房屋建筑物价值15.10万元，地上房屋和建筑物不增价，增价全部为土地增价。

宗地总面积：

容积率：

建筑限高(米)：

保证金：

加价幅度：

宗地总面积：

容积率：

建筑限高(米)：

保证金：

加价幅度：

1324.65平方米

小于或等于1.5

面积

1324.65

117万元

1万元

1262.47平方米

小于或等于1.5

面积

1262.47

52万元

1万元

宗地坐落：

建筑密度(%)：

估价报告备
案号

宗地坐落：

建筑密度(%)：

估价报告备
案号

巨鹿镇后辛庄村西、定魏公路东侧

小于或等于50

1312620BA0228

张王疃乡乡间公路以北、
原张王疃乡政府院内

小于或等于50

1312620BA0227

宗地编号：

出让年限：

绿化率(%)：

主要用途：

商务金融用地

明细用途

用途名称

商务金融用地

投资强度：

起始价：

备注：

宗地编号：

出让年限：

绿化率(%)：

主要用途：

商务金融用地

明细用途

用途名称

商务金融用地

投资强度：

起始价：

备注：

[2021]04

40年

大于或等于20

万元/公顷

39万元

该宗地地上房屋建筑物价值13.45万元，地上房屋和建筑物不增价，增价全部为土地增价。

[2021]05

40年

大于或等于20

万元/公顷

122万元

该宗地地上房屋建筑物价值62.72万元，地上房屋和建筑物不增价，增价全部为土地增价。

宗地总面积：

容积率：

建筑限高(米)：

保证金：

加价幅度：

宗地总面积：

容积率：

建筑限高(米)：

保证金：

加价幅度：

849.46平方米

小于或等于1.5

面积

849.46

39万元

1万元

2027.46平方米

小于或等于1.5

面积

2027.46

122万元

1万元

宗地坐落：

建筑密度(%)：

估价报告备
案号

宗地坐落：

建筑密度(%)：

估价报告备
案号

张王疃乡王六村村北、原王六村粮
站北侧、乡间公路西侧

小于或等于50

1312620BA0224

苏家营镇楼张镇村乡间公路北侧

小于或等于50

1312620BA0225

巨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巨自然告字[2021]02号)

春节是我国最重要的传统节
日，远在他乡工作学习的人们多数
回家团聚，有些人则利用长假外出
旅游。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
提示：当前仍处于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时期，在享受欢
乐祥和的新春佳节之际，不能忽视
新冠疫情防控。

我国新冠肺炎防控成绩来之不
易，是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
果。每个人能尽量避免感染的风
险，就是为防控疫情做出贡献。
要避免非必要的跨境旅行，国内
新冠疫情中高风险地区人员限制
出行，低风险地区之间可错峰安

排旅行，建议老年人、有基础疾
病者假期避免外出。旅行期间要
服从旅行目的地新冠防控工作的
有关要求，准备口罩、免洗手消
毒液、消毒湿巾等物品。与他人
接触时佩戴口罩、保持距离，勤
洗手，尽量减少人群聚集活动，
控制聚餐人数规模。旅行归来后

要做好自我健康监测。这些措施
也可预防流感等冬春季常见的呼
吸道传染病。

主要预防措施：

1、当前境外疫情严重，个人
出境旅行感染风险高。根据各地
防控政策，入境人员须提供严格

的双阴性检测证明，入境后需集
中隔离观察 14 天外加 7 天健康随
访。因此建议个人充分权衡出行
时机和必要性，避免非必要的跨
境旅行。

2、境内中高风险地区人员限
制出行，低风险地区人员不得前往
中高风险地区。我国境内各地新冠

疫情风险等级可在国务院网站专栏
（http://bmfw.www.gov.cn/yqfxdjcx/
risk.html）、手机应用程序“国务
院客户端”或微信小程序等实
时查询。

3、境内低风险地区之间人员
可以错峰安排旅行，但建议老年
人、有基础疾病者假期避免外出。

旅行期间，乘坐飞机、火车等交通
工具时要遵守秩序和乘务人员管理
要求，全程佩戴口罩，做好手卫
生，并妥善保存票据以便查询。如
旅途过程中出现头痛、乏力、嗅觉
味觉丧失、干咳、发热等症状，应
立即到就近的医疗机构就诊，取消
或中止旅行。假期间尽量减少不必
要人群聚集活动，控制聚餐人数规
模，与他人接触时佩戴口罩、保持
距离，经常洗手。

4、旅行归来，继续做好个人
健康监测，应自我观察14天，一旦
出现身体不适，及时就医并主动告
知医生自己的旅行史。

2021 年春节健康提示——

新型冠状病毒科普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