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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土地位置 地块编号 土地面积（公顷） 土地用途 出让年限（年） 出让方式
规划指标要求 出让起始价

（万元）

增价幅度
（万元

备注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化率

1

竞买保证金
（万元 宗）/

保山工贸园区杨官

路北侧、昌宁路以

西、东河以东

530502103206G
B00054

≤ ≤ ≥20%5.3063 商服用地 40 挂牌 4775.67 272.5  40% 956

根据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曳叶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曳叶招标拍卖挂牌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曳等相关法律尧法规规定袁经
保山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袁 保山市人民政府工贸园区管理
委员会将网上公开挂牌出让以下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遥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院

一尧地块简介渊见下表冤
二尧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尧法人和其他组织袁除

法律尧法规另有规定外袁均可申请参加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招标挂牌出让活动遥

三尧挂牌出让文件的获得
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请参阅挂牌出让文件袁

有意竞买者可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 8院00 至 2021 年 1 月
28日 15院00止登录 渊保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服务系

统院http://www.bszwzx.gov.cn/tdcr-web/index.html冤下载网
上挂牌出让公告尧 网上挂牌出让须知及其它相关网上挂牌
出让文件袁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在网上参加竞买遥
渊云南省土地出让网上交易系统保山入口 院http://www.
bszwzx.gov.cn/tdcr-web/index.html冤

四尧竞买申请的办理
参加网上交易的竞买者应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 8 时

至 2021年 1月 28 日 16院00报名截止时前袁 登录网上交易
系统袁并按要求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并提供相关资料遥

五尧挂牌出让时间
网上挂牌出让时间院2021年 1月 19日 8 时至 2021年 1

月 28日 16院00 取得竞买资格的申请人应当在网上挂牌会开
始前登录土地网上交易系统袁 系统将在网上挂牌开始时自动
进入网上挂牌报价程序袁在报价期内袁竞买人可根据情况多次
报价袁符合条件的报价袁网上交易系统予以接受袁并即时公布遥

六尧网上限时竞价
网上限时竞价时间院2021年 1月 28 日 16时开始渊如有

需要冤挂牌报价时间截止时袁经网上交易系统询问袁有符合
条件的竞买人在 10 分钟内做出愿意参加网上限时竞价的
决定并提交至网上交易系统袁 网上交易系统自动进入网上
限时竞价程序袁通过网上限时竞价确定最高报价人遥

七尧竞得人的确定
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采用增价竞价方式袁

不设底价袁按照报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受让人遥
八尧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渊一冤申请人须注册取得数字认证证书方可登录保山市

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申请并参与竞买遥 数字证书的
办理程序和申请资料要求详见保山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
务系统 http://www.bszwzx.gov.cn 保山市土地交易网上竞
买人操作说明遥

渊二冤竞买申请人应详尽了解本次网上挂牌出让地块现
状及所列条件袁 提交竞买申请视同对本次网上挂牌出让地
块的现状及所列条件无异议并全面接受遥

渊三冤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只接受网
上竞买申请 渊即通过网上交易系统进行冤袁 不接受书面尧电
话尧邮寄尧电子邮件及口头竞买申请遥

九尧查询网址
保山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网址院http://www.

bszwzx.gov.cn袁或搜索野中国土地市场网冶野云南省国土资源
厅冶野保山市国土资源局冶相关网页进行查询遥
联系地址院保山市人民政府工贸园区管理委员会渊青堡

路南端国际数据服务产业园三楼冤
联 系 人院常 珂 联系电话院0875要8997080

保山市人民政府工贸园区管理委员会
2020 年 12月 30日

保山市人民政府工贸园区管理委员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保工贸自规公告也2020页057号

根据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曳叶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曳叶招标拍卖挂牌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曳等相关法律尧法规规定袁经
保山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袁 保山市人民政府工贸园区管理
委员会将网上公开挂牌出让以下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遥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院

一尧地块简介渊见下表冤
二尧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尧法人和其他组织袁除

法律尧法规另有规定外袁均可申请参加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招标挂牌出让活动遥

三尧挂牌出让文件的获得
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请参阅挂牌出让文件袁

有意竞买者可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 8院00 至 2021 年 1 月
28日 15院00止登录 渊保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服务系

统院http://www.bszwzx.gov.cn/tdcr-web/index.html冤下载网
上挂牌出让公告尧 网上挂牌出让须知及其它相关网上挂牌
出让文件袁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在网上参加竞买遥
渊云南省土地出让网上交易系统保山入口 院http://www.
bszwzx.gov.cn/tdcr-web/index.html冤

四尧竞买申请的办理
参加网上交易的竞买者应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 8 时

至 2021 年 1 月 28日 16院00 报名截止时前袁 登录网上交易
系统袁并按要求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并提供相关资料遥

五尧挂牌出让时间
网上挂牌出让时间院2021年 1月 19日 8 时至 2021年 1

月 28日 16院00 取得竞买资格的申请人应当在网上挂牌会开
始前登录土地网上交易系统袁 系统将在网上挂牌开始时自动
进入网上挂牌报价程序袁在报价期内袁竞买人可根据情况多次
报价袁符合条件的报价袁网上交易系统予以接受袁并即时公布遥

六尧网上限时竞价
网上限时竞价时间院2021年 1 月 28日 16时开始渊如有

需要冤挂牌报价时间截止时袁经网上交易系统询问袁有符合
条件的竞买人在 10 分钟内做出愿意参加网上限时竞价的
决定并提交至网上交易系统袁 网上交易系统自动进入网上
限时竞价程序袁通过网上限时竞价确定最高报价人遥

七尧竞得人的确定
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采用增价竞价方

式袁不设底价袁按照报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受让人遥
八尧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渊一冤申请人须注册取得数字认证证书方可登录保山市

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申请并参与竞买遥 数字证书的
办理程序和申请资料要求详见保山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
务系统 http://www.bszwzx.gov.cn 保山市土地交易网上竞
买人操作说明遥

渊二冤竞买申请人应详尽了解本次网上挂牌出让地块现
状及所列条件袁 提交竞买申请视同对本次网上挂牌出让地
块的现状及所列条件无异议并全面接受遥

渊三冤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只接受网
上竞买申请 渊即通过网上交易系统进行冤袁 不接受书面尧电
话尧邮寄尧电子邮件及口头竞买申请遥

九尧查询网址
保山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网址院http://www.

bszwzx.gov.cn袁或搜索野中国土地市场网冶野云南省国土资源
厅冶野保山市国土资源局冶相关网页进行查询遥

联系地址院保山市人民政府工贸园区管理委员会渊青堡
路南端国际数据服务产业园三楼冤

联 系 人院常 珂 联系电话院0875要8997080
保山市人民政府工贸园区管理委员会

2020年 12月 30日

保山市人民政府工贸园区管理委员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保工贸自规公告也2020页058号

序号 土地位置 地块编号 土地面积（公顷） 土地用途 出让年限（年） 出让方式
规划指标要求 出让起始价

（万元）

增价幅度
（万元

备注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化率

1

竞买保证金
（万元 宗）/

保山工贸园区杨官

路北侧、昌宁路以

西、东河以东

530502103206G
B00055

≤ ≤ ≥20%5.21 52 商服用地 40 挂牌 4693.68 272.5  40% 939

保山市人民政府工贸园区管理委员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保工贸自规公告也2021页001号

地块编
号

土地位置 宗地号 土地用途
土地面积
（公顷）

出让年限（年） 出让方式
规划指标要求 出让起始价

（万元）
增价幅度（万
元/次）

竞买保证金
（万元/宗）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地块1

保山工贸园区
启动区归汉路
西侧、杨官路

以南

530502103209
GB00251

居住用地 0.3562 70 拍卖
＞1，≤

2.0
≤25% ≥35% 320.58 2 65 

根据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曳叶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曳叶招标拍卖挂牌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曳等相关法律尧法规规定袁经
保山市人民政府批准袁 保山市人民政府工贸园区管理委员
会尧 保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将网上公开拍卖出让以下 1
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遥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院

一尧出让地块简况渊见下表冤
二尧 本次拍卖出让的地块位于保山工贸园区启动区归

汉路西侧尧杨官路以南袁必须按照统一规划尧统筹配套尧合理
布局尧统一建设的原则袁由地块竞得人依据本规划条件袁编
制该地块的修建性详细规划袁按程序报市政府批准袁根据批
准的规划深化各地块建筑单体设计方案袁 完善审批手续后
实施遥

三尧报名条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尧自然人
或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渊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冤遥

四尧拍卖出让文件的获得
本次网上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请参阅拍卖出让文件袁有

意竞买者可于 2021 年 1 月 8 日 9院00 至 2021 年 1 月 27 日
15院00 止登录 渊保山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院www.
bszwzx.gov.cn冤浏览下载网上拍卖出让公告尧网上拍卖出让须
知及其它相关网上拍卖出让文件袁 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操作

程序在网上参加竞买遥渊云南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保山
入口院http://www.bszwzx.gov.cn/tdcr-web/index.html冤

五尧竞买申请的办理
报名时限院2021年 1月 8日 9院00至 2021年 1月 27日 15院00
保证金交纳时限院2021 年 1 月 8 日 9院00 至 2021 年 1

月 27日 17院00曰竞买保证金缴纳时间必须为法定工作日遥
参加网上交易的竞买者应在报名截止时前袁 办理 CA

认证袁登录网上交易系统袁在系统上按要求足额缴纳竞买保
证金袁并成功取得竞买资格袁方可参加拍卖出让报价遥

六尧拍卖出让时间
网上拍卖出让时间院2021年 1月 28日 9院00
取得竞买资格的申请人应当在网上拍卖会开始前登录

云南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袁 系统将在网上拍卖会开
始时自动进入网上限时竞价程序袁通过竞价确定竞得人遥

七尧竞得人的确定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采用增价拍卖方

式袁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遥
八尧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渊一冤本次拍卖出让的 1 宗国有建设用地袁按照统一规

划尧统筹配套尧合理布局尧统一建设的原则袁为了保障项目整
体实效袁1 宗国有建设用地整体出让渊土地出让后袁地块竞

得人必须按照建设用地规划设计条件开发建设冤遥本次拍卖
采用增价竞价方式袁不设底价袁按照报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
受让人遥 报名参与拍卖的竞买者不足 3个袁终止拍卖遥

渊二冤申请人须注册取得数字认证证书方可登录土地网
上交易系统申请并参与竞买遥 数字证书的办理程序和申请
资料要求详见保山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渊http://
www.bszwzx.gov.cn冤服务指南野数字证书办理冶遥

渊三冤竞买申请人应详尽了解本次网上拍卖出让地块现
状及所列条件袁 提交竞买申请视同对本次网上拍卖出让地
块的现状及所列条件无异议并全面接受遥

渊四冤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只接受网
上竞买申请 渊即通过网上交易系统进行冤袁 不接受书面尧电
话尧邮寄尧电子邮件及口头竞买申请遥

九尧查询网址
保山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网址院http://www.

bszwzx.gov.cn袁或搜索野中国土地市场网冶野云南省土地出让
交易网冶相关网页进行查询遥

十尧土地成交后涉及的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承担遥竞得人
应于成交后 10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袁土地出让价款可
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遥分期付款的袁首次缴纳比率不得低
于全部土地出让价款的 50%且缴纳期限不得超过 1 个月袁

剩余土地出让价款须自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缴清遥
分期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袁 受让人在支付
第二期及以后各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时袁 按照
支付第一期土地出让价款之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
率向出让人支付利息遥逾期不交者袁将给予按日加收违约金
额 1译的处罚袁直至收回土地使用权袁重新组织出让袁其所
交保证金不予退还遥

十一尧本次公开出让地块为现状土地袁出让地块的实际
使用面积以实际放线面积为准遥 地块踏勘可由申请人自行
踏勘袁 也可与保山市人民政府工贸园区管理委员会自然资
源局联系后安排人员陪同踏勘遥本次拍卖出让的时间尧地点
及其他事项如有变更袁 以保山市人民政府工贸园区管理委
员会和保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变更通知为准遥 本公告
如有不详之处袁 请向保山市人民政府工贸园区管理委员会
和保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咨询遥

联系地址院保山市人民政府工贸园区管理委员会渊青堡
路南端国际数据服务产业园三楼冤尧保山市隆阳区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

联系电话院0875要8997080 联 系 人院常 珂
保山市人民政府工贸园区管理委员会

2021 年 1月 8日

根据 叶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曳渊生态环
境部令第 4号冤规定袁现对野隆阳畜牧王寨尧小羊邑
养殖场建设项目要王寨育肥场冶信息进行公示遥

渊一冤项目概况
保山东方希望畜牧有限公司拟在保山市隆阳

区西邑乡王寨村建设野隆阳畜牧王寨尧小羊邑养殖
场建设项目要王寨育肥场冶遥建设规模为保育仔猪
存栏量 15000头袁育肥猪年存栏 50000 头袁年出栏
125000 头育肥猪遥

渊二冤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
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方式和途径

全文的网络链接 院https://pan.baidu.com/s/
1c0xSxj0yL4q-TMEB1CXyAA尧提取码:tqqm袁也可
通过电话尧邮件方式向建设单位索要纸质版本遥

渊三冤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院

建设项目所在地及周围居民尧 企事业单位或
其它团体等遥

渊四冤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 : https://pan.baidu.com/s/1zl3P -yOW鄄

JeNScqF189V5Ww 尧提取码: 3kai遥
渊五冤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途径院
公众可通过电话尧电子邮件尧填写公众意见表

等方式袁 向建设单位反馈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
见和建议 遥 联系方式 院13529016793袁 邮箱 院
840392674@qq.com遥

渊六冤公众提出意见的时间院
公告发布后 10个工作日内遥

保山东方希望畜牧有限公司

2021年 1月 12日

隆阳畜牧王寨尧小羊邑养殖场建设项目要要要
王寨育肥场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信息公示

隆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蒋志昆尧李银兰院本院受理(2021)云 0502民初 232号原告波三

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因无法向你二人直接送达尧留置送
达或者邮寄送达本案诉讼文书袁 现依法向你二人送达起诉状副
本尧举证通知书尧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遥 原告诉讼
请求:1. 判令被告归还原告本金 50000元遥 2. 判令被告支付利息
41250元袁以上两项共计 91250元遥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遥自公
告之日起袁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遥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上午 9 时 00分 (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潞江中心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袁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赧永忠院本院受理(2020)云 0502民初 5707号原告朱丽洪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袁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尧留置送达或者邮寄送
达本案诉讼文书袁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尧举证通知书尧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遥原告诉讼请求:1尧判令被告支付
原告欠款本金 14960元袁按年利率 6%利息 (14960伊6%=897.6元 )遥
2尧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遥 自公告之日起袁经过 60日
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遥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10时 00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潞江中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袁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判决遥

放永安院本院受理渊2021)云 0502民初 192号原告李佳诉你离
婚纠纷一案袁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尧留置送达尧或者邮寄送达本案
诉讼文书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举证通
知书尧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遥 原告的诉讼请求院
一尧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准许原被告离婚遥 二尧婚生子方骏羽由原告
抚养遥 自公告之日起袁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袁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上午 8:30 时(遇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袁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声明作废
银保山纤姿百秀商贸有限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院

91530500343709855阅冤袁 因不慎遗失公章和法人王蓉蓉私章各一
枚袁特声明作废遥 银昌宁县梅丽饭店不慎遗失叶食品经营许可证曳
副本袁许可证编号院JY25305240041611袁特声明作废遥 银保山市隆阳
区高高高饭店不慎遗失 叶营业执照曳 正本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
92530502MA6Q1Y3M9E袁特声明作废遥 银保山花语绮梦商贸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叶开户许可证曳袁开户行院保山市隆阳区农村信用合
作 联 社 窑 湾 分 社 袁 账 号 院2300008043871012袁 核 准 号 院
J7530000928201袁编号院7310-01016138袁特声明作废遥银隆阳区祖铃
饰品店不慎遗失叶营业执照曳正尧副本袁注册号院530502600066486袁
特声明作废遥 银昆明善治经贸有限公司保山市分公司不慎遗失
叶 营 业 执 照 曳 正 尧 副 本 袁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院
91530502酝粤6晕匀再载20悦袁特声明作废遥 银昆明善治经贸有限公司
保山市分公司不慎遗失叶食品经营许可证曳正尧副本袁许可证编号院
允再15305020061966袁有效期至 2022年 3月 24日袁特声明作废遥银个
体户祁宏伟不慎遗失 叶税务登记证 曳 正本袁 证号院 云国税字
610323760414591号袁特声明作废遥银个体工商户祁宏伟渊西安电补
外胎 冤 不慎遗失 叶税务登记证 曳 正本 袁 证号 院 云地税字
610323197604115914号袁特声明作废遥银孙丽香不慎遗失由保山红
星城乡投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青华海 PARK5 号地块 12-1-501
室购房定金收据客户联 1份袁收据号码院翼0004282袁金额院壹万元
整渊10000.00元冤曰遗失该房屋购房款收据客户联 1 份袁收据号码院
翼0003889袁金额院柒拾伍万壹仟肆佰捌拾陆元整渊751486.00 元冤袁
特声明遗失遥 银腾冲市腾越镇社会保障服务中心袁不慎遗失事业
单位法人证书副本 袁 法人张志林 袁 统一社 会信 用代码
12533023790264536T袁声明作废遥 银王治佳尧王琳不慎遗失由保山
鸿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保山吾悦广场 3#地块 18号楼
大高层 2001 室定金收据客户联一份袁收据号码院XCKG00227695袁
金额院壹拾壹万陆仟玖佰柒拾壹元整渊116971.00元冤袁特声明遗失遥

渊万元 辕次冤

渊万元 辕次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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