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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卷风袭击美国中部
已致80多人死亡

新华社芝加哥12月11日电（记者徐静）据美
国媒体11日报道，美国中部6个州10日夜间遭遇至
少30场龙卷风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80多人死亡。

报道说，遭龙卷风袭击的6个州是阿肯色州、
密西西比州、伊利诺伊州、肯塔基州、田纳西州和
密苏里州。

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11日在新闻发布会
上说，该州一家生产蜡烛的工厂遭彻底摧毁。龙卷
风发生时这家工厂内有约110名工人，目前死亡人
数为79人，最终死亡人数可能超过100人。肯塔基
州已进入紧急状态，州国民警卫队正在参与救援。

据报道，此次龙卷风袭击造成阿肯色州一家
养老院1人死亡、5人重伤；伊利诺伊州一个亚马
逊仓库的屋顶被掀翻，至少2人死亡；田纳西州和
密苏里州分别有3人和1人死亡。

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此次龙卷风袭击
造成其中4个州33万多用户断电。美国国家气
象局在10日发布龙卷风预警时表示，预计至少有
2500万人口将会受到此次龙卷风袭击的影响。

美国肯塔基州梅菲尔德的房屋在龙卷风袭击
中被毁。 新华社/美联

为生存而呐喊
——关于人权的海外新闻调查（上）

在45岁叙利亚难民阿卜杜拉·库尔迪位于伊拉克北部城市埃尔
比勒的家中，墙上挂着一幅画：海水中的小美人鱼奋力游向俯卧沙滩
上的小艾兰，试图营救，但这个3岁的小男孩早已没有了呼吸。

2015年，小艾兰“卧眠”地中海海滩，成为当年欧洲难民危机中
最令人揪心的画面。时至今日，类似悲剧仍在世界一些地区不断上
演。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对世界上许多人而言依
旧可望而不可即。

“生存是叙利亚人的权利”，如果生存
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其他权利都只是镜
花水月

2015年9月2日凌晨2时左右，土耳其西南部城市博德鲁
姆的海边。夜色之中，3辆车载着一群人来到一个渔村，库尔
迪夫妇和两个儿子就在其中。他们要在这里坐船，渡过地中
海，前往希腊。

当时，叙利亚危机进入第五个年头，局势愈加混乱，偷渡
逃难成为许多人迫不得已的选择。

船只严重超载，刚出海几分钟就被巨浪打翻。库尔迪幸
免于难，却永远失去了妻子蕾汉、大儿子加利布和小儿子艾
兰。

自2011年西亚北非局势动荡以来，难民潮在欧洲从南到
东的边界不断涌动。据联合国难民署估计，2011年，经地中海
抵达欧洲以及葬身地中海的难民人数均创2006年以来新高，
分别超过5.8万人和1500人。

随着西亚北非持续动荡，难民危机愈演愈烈。2014年至
2019年，每年有超过10万人经地中海偷渡至欧洲。2014年
至2020年，超过2万名偷渡者命丧地中海。2021年上半年，
这一死亡人数为1146人，比去年同期增加58%。

对于任何人，如果生存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一切其他权利
都只是镜中花水中月。在新华社记者对叙利亚、伊拉克、也
门、埃及等中东地区10个阿拉伯国家民众的走访调查中，谈到
人的权利，约七成受访者都希望“能更好地活着”。

“生存是叙利亚人的权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叙利亚办
事处发言人阿德南·哈齐姆说，“我们不仅是在谈论叙利亚人，
更是在谈论人类整体。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人）必须享有
这一权利。”

俄罗斯累计新冠
确诊病例超1000万例

据新华社莫斯科12月12日电（记者黄河）
俄罗斯防疫指挥部12日发布的疫情数据显示，俄
罗斯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1000万例。

数据显示，俄罗斯12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29929 例，累计确诊达 10016896 例；新增死亡
1132例，累计死亡289483例。

俄罗斯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6日表
示，在从南非返回俄罗斯的10名乘客中，俄罗斯
首次发现两人感染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
俄“加马列亚”流行病与微生物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
金茨堡12日表示，俄“加马列亚”流行病与微生物学
国家研究中心已提取奥密克戎毒株样本，将检验俄

“卫星V”疫苗针对奥密克戎毒株的有效性。

美西方的军事介入、经济制裁、政治干涉等
霸权行径，成为破坏相关国家发展、威胁民众生
存的突出因素

库尔迪一家原本住在叙利亚边境小镇科巴尼，生活安定。
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形势不断恶化。库尔迪说，大约在
2013年，他注意到情况变得更加不一样，因为“伊斯兰国”来了。

2003年，美国以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入侵伊拉克。当
时，小布什政府欲推行所谓“大中东民主计划”，在伊拉克复制美国
政治模式，但很快就陷入与武装组织的长期对抗，持续的战乱为

“基地”组织提供了生存空间。
2011年，美国在巴基斯坦击毙“基地”组织头目本·拉丹，随后

开始从伊拉克仓促撤军，但其留下的乱局带来严重后果，极端恐怖
势力迅速崛起。与此同时，在美西方推波助澜下，“阿拉伯之春”冲
击叙利亚，令其陷入内乱。“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借机把势力扩张
到叙利亚，并更名为“伊斯兰国”，在伊叙两国攻城略地，制造了大
量骇人听闻的暴行。

瑞士历史学家甘泽认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其实就是“美国
制造”。

据不完全统计，2001年以来，美国以“反恐”之名发动的战争
和开展的军事行动覆盖了全球约40%的国家，夺去超过80万人的
生命，令3800多万人流离失所。

在一些西方机构发布的所谓“2021年人权和法治指数”排名中，
评分最低的20国包括叙利亚、利比亚、委内瑞拉等。但分析发现，它
们之中，在所谓“阿拉伯之春”中经历重大政治变动的约占25%，过去
20年间发生过战争的约占40%，曾经或正在遭受西方制裁的约占
80%……而从近现代史看，这些国家几乎均曾遭西方入侵或殖民。

正是这些源自西方的军事介入、经济制裁、政治干涉等霸权行
径，成为破坏相关国家发展、威胁其民众生存的突出因素。

追求幸福是人类共同愿望。一个国
家，有了和平稳定的环境，自主发展权利
才能得到有效保障

2015年那场海难发生后，库尔迪亲手埋葬了两个孩
子。此后无数个夜晚，他都无法走出狂涛中呼喊找寻孩
子的噩梦。

悲剧应被铭记，为了不再重演。“我不希望同样的悲
剧发生在其他孩子身上。”库尔迪说。

根据新华社近期进行的海外人权治理问卷调查，关
于对未来生活有什么期待，选择“远离战乱动荡，期待一
切都能好起来”的中东受访者比例超过43%。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家史蒂夫·汉克编
制的“2020年痛苦指数”中，生存压力最大的10国包括委
内瑞拉、津巴布韦、黎巴嫩、利比亚、伊朗等，而这些国家
和平发展得以维系的内部环境，往往因外部势力的干涉
而遭到破坏。

新华社这次问卷调查中，关于“自主而有效的国家治
理对于人权保障的作用”，分别有超过52%和30%的受访
者选择了“极为重要”或“非常重要”。

卢旺达就是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例子。这个非洲国
家在20世纪曾饱受内战和动荡困扰，民不聊生，直至
2000年，正是保罗·卡加梅总统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发展
方向，找到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才使该国走出谷
底，进入高速发展期，民生不断改善。

追求幸福生活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一个国家，
不管基础多么薄弱，只要有和平稳定的环境，自主发展权
利得到保障，就会也一定会迸发出巨大的潜能。

（据新华社巴格达12月12日电 记者张淼 汪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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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竞买申请人资格要求：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
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以申请参加本次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2、竞买申请人须单独申请，本次挂牌出
让不接受联合竞买，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具有下列行为
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申请竞买：（1）在海南省内因自身原因造成
土地闲置的。（2）在海南省内拖欠土地出让金、违约金、利息等行为
的。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且
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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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15日至2022
年1月12日到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或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自然资源征收与开发利用权益股获
取挂牌出让文件，并按挂牌手册要的具体要求报名能加竞买。报名期
限：2021年12月15日-2022年1月12日17：00（以竞买保证金实际
到账为准）。五、资格确认：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
备申请条件的，在2022年1月12日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挂
牌报价时间及地点：挂牌时间：起始时间：2021年 12 月31 日8：30；
截止时间：2022年 1 月 14 日15:00。挂牌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
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本次竞买活动只接受书
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受理报名、报
价时间：报名报价期限内上午8:30至11:30 ，下午14：30至17：30(节
假日除外)。本公告所指时间均为北京时间。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该地块项目规划条件必须符合我县所在片区的总体要求和海南湾
岭农产品加工物流园园区产业布局规划。地块项目投资强度指标均不
低于300万元/亩，年度产值指标均不低于450万元/亩，年度税收指
标均不低于20万元/亩，地块开发约定指标纳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
展和用地准入协议》。2、竞得人须当即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5日

内与海南湾岭农产品加工物流园管理委员会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
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协议中约定的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
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在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
议》后15日内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出让合同约定方式向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财政非税收专户付清全部土地成交价款。3、竞买成功后，竞得人交
纳的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为出让地块的定金，并可抵作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土地成交价款。未竞得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在挂牌活动结束
后，5个工作日内退还，不计利息。4、其他费用缴付：竞得人申请办理
用地手续及《不动产权证书》涉及的其他税费按相关规定自行向有关
部门支付。5、根据《海南省装配式建筑实施主要环节管理规定（暂
行）》，总建筑面积在3万平方米以上或单体建筑面积在2万平方米以
上的新建商业、办公等公共建筑项目，具备条件的全部采用装配式方
式建造。6、宗地建设设计须符合《关于加强商业、办公类建设项目全
过程管理的意见》（琼自然资函【2021】12号）的有关规定。八、开发建
设要求：1、地块须按城乡规划要求进行开发建设。2、开发建设期限：
竞得者须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180日内动
工建设，自动工之日起2年内完成项目的开发建设。如未按期完成计
划投资建设和不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经县政府批
准后依法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九、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
以变更公告为准。十、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
分。十一、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http://zw.hain-
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十二、咨询方式： 联系
人：李先生、孔女士。电话：0898-86225309、19989162577。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2月13日

地块编号

QZ-2021014

地块位置

海南湾岭农产品
加工物流园北区

面积（m2）

9648.05
（合14.47亩）

容积率

≤2.0
建筑密度
(系数)

≤40%
绿地率

≥25%
建筑限高

≤30米
出让年限

(年)

40

土地用途

商务金融用地

挂牌起始价
(万元）

964

竞买保证金
（万元）

964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琼自然资告字〔2021〕17号

经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位于海南湾岭农产品加工物流园南
区,编号为QZ-2021014号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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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二、竞买申请人资格要求：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
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以申请参加本次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2、竞买申请人须单独申请，本次挂
牌出让不接受联合竞买，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具有下
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申请竞买：（1）在海南省内因自身原
因造成土地闲置的。（2）在海南省内拖欠土地出让金、违约金、利息
等行为的。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
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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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
15日至2022年1月12日到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
窗口或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自然资源征收与开
发利用权益股获取挂牌出让文件，并按挂牌手册要的具体要求报名
能加竞买。报名期限：2021年12月15日— 2022年1月12日17：00
（以竞买保证金实际到账为准）。五、资格确认：经审查，申请人按规
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在2022年1月12日17:30前
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挂牌时间：起始时间：
2021年12月31日8：30；截止时间：2022年1月14日15:30。挂牌
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
进行。本次竞买活动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
等其他方式报价。受理报名、报价时间：报名报价期限内上午8:30
至11:30 ，下午14：30至17：30(节假日除外)。本公告所指时间均为
北京时间。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1、该地块项目规划条件必须符
合我县所在片区的总体要求和海南湾岭农产品加工物流园园区产
业布局规划。地块项目投资强度指标均不低于300万元/亩，年度产
值指标均不低于 300万元/亩，年度税收指标均不低于10万元/亩，
地块开发约定指标纳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

2、竞得人须当即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5日内与海南湾岭农产
品加工物流园管理委员会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
议》，并严格按照协议中约定的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
违约责任。在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后15日
内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按出让合同约定方式向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财政
非税收专户付清全部土地成交价款。3、竞买成功后，竞得人交纳的
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为出让地块的定金，并可抵作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土地成交价款。未竞得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在挂牌活动结束
后，5个工作日内退还，不计利息。4、其他费用缴付：竞得人申请办
理用地手续及《不动产权证书》涉及的其他税费按相关规定自行向
有关部门支付。5、根据《海南省装配式建筑实施主要环节管理规定
（暂行）》，总建筑面积在3万平方米以上或单体建筑面积在2万平方
米以上的新建商业、办公等公共建筑项目，具备条件的全部采用装
配式方式建造。八、开发建设要求：1、地块须按城乡规划要求进行开
发建设。2、开发建设期限：竞得者须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之日起180日内动工建设，自动工之日起2年内完成项目
的开发建设。如未按期完成计划投资建设和不履行《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经县政府批准后依法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
九、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十、本公
告未尽事宜详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十一、查询网址：
http://www.landchina.com；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十二、咨询方式：联系人：李先生、孔女士。
电话：0898-86225309、19989162577。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2月13 日

地块编号

QZ-2021021

地块位置

海南湾岭农产品
加工物流园北区

面积（m2）

13316.15
(19.97亩）

容积率

1.0≤F≤2.0
建筑密度
(系数)

≥30%
绿地率

10%≤G≤20%
建筑限高

≤30米
出让年限

(年)

50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挂牌起始价
(万元）

565

竞买保证金
（万元）

565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琼自然资告字〔2021〕19号

经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位于海南湾岭农产品加工物流园南
区,编号为QZ-2021021号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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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定安县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作价出资（入股）公告

以上地块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完成
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
量要求，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
械可以进场施工，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的条件。

二、竞买事项：（一）竞买人资格范围：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本次作价出资
（入股）不接受自然人或联合申请，申请人应具备的其他条件：1、按规
定预交作价出资（入股）竞买保证金。2、经政府相关部门核实，申请人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禁止参加本次作价出资（入股）活动：（1）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失信被执行人；（2）因企业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两年以上
的；（3）拖欠土地出让金的；（4）根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加
强土地供应竞买人资格审核的通知》（琼自然资函[2020]1753）号文件
规定，原非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人。（二）本次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
用权作价出资（入股）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
则确定竞得人。（三）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参加竞买者可到定安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218办公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
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查询和获取《定安县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
作价出资（入股）手册》，并按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期
限：2021年12月15日至2022年1月14日（以竞买保证金实际到账为
准）。（四）竞买保证金：申请人应在2022年1月14日16：00前将竞存
买保证金入指定账户（以到账为准）。（五）资格确认：经审查，申请人按
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2年1月14日
17: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挂牌起始时间：
2022年1月7日8:00；挂牌截止时间：2022年1月17日9:00；挂牌地
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
（七）本次竞买活动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口
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三、开发建设要求：（一）竞得人须按符合国家和我省产业准入、
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建设项目。（二）该宗地仅作为零售商业用地建设使
用，项目建设规划方案要符合《定安县新竹镇新竹组团控制性详细规
划》要求，并报县审批主管部门审核。（三）竞得人须严格按照县审批主
管部门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要求，在2年内完成项目的投资建
设。不按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要求进行开发建设，以及不履行《作价
出资（入股）合同》约定的，报经定安县人民政府批准后，收回集体建设
用地使用权并追究竞得人违约的责任。造成土地闲置，闲置满1年不
满2年的，参照国有闲置土地的处置规定，依法收缴土地闲置费；土地
闲置满2年的，无偿收回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四）该宗地若需要实

施装配式建筑，应按照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执行。（五）本次作价出资
（入股）宗地按现状条件作价出资（入股），意向合作方应当现场踏勘作
价出资（入股）地块，一经办理手续参与作价出资（入股）合作，视为对
作价出资（入股）地块现状条件无异议，并愿承担参加作价出资（入股）
合作所产生的一切风险和责任。

四、其它事项：1、合资公司组织构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有关规定执行，入市主体与意向合作方公司根据成交价，确定各自
占有合资公司的股权份额。未经入市主体书面同意，竞得人不得以增
资扩股等方式稀释入市主体所持合资公司股权比例。2、合资公司工
作人员及项目建设、运营过程中所需的必要劳务人员，在同等条件下
优先聘用入市主体村集体成员。合资公司项目市场化运营中如对外
招租、发包等，优先提供给入市主体集体成员。3、本次作价出资（入
股）服务费（佣金），由意向合作方按照《定安县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交易规则》规定的收费标准，支付给代理作价出资（入股）中介
服务机构。4、本次作价出资（入股）入市主体与意向合作方按照有关
规定，各自承担各方的税费缴纳，具体税费缴纳方式可依据作价出资
（入股）入市主体与意向合作方签订的《联营合作协议书》执行。5、土
地作价出资（入股）成交后，竞得人须当场签订《成交确认书》，各入市
主体应当在本集体经济组织事务公开栏上对交易结果进行公示，并在
20个工作日内签订《作价出资（入股）合同》，须在作价出资（入股）合
同约定的期限内履行作价出资（入股）手续，入市主体以土地使用权作
价出资（入股）入股意向合作方公司，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至双方合作
公司名下。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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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次出让成交价款不包括各种
税、费，办理土地登记产生的所有税、费由竞得人承担。8、竞得人取得
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绿化、环保、消防、交通
管理等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管理规定。9、挂牌出让的地块按
现状条件出让。本次挂牌事项如有变更，以变更公告为准。10、本公
告未尽事宜详见《定安县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入股）
手册》，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五、咨询方式：
杨先生：0898-65303602；黄先生：0898-63822430；欧阳先生：

13976111340。
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http://zw.hainan.

gov.cn/ggzy/；http://Ir.hainan.gov.cn
定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2月13日

定 集 土 告 字
〔2021〕第02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定安县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暂行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定安县人民政府批准，定
安县新竹镇新竹一村民小组、新竹镇新竹三村民小组及新竹镇新竹四村民小组决定委托定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作价出资（入股）方式入
市交易以下8宗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作价出资（入股）地块概况：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地块编号

新竹镇ZJ2021-01-15

新竹镇ZJ2021-01-16

新竹镇ZJ2021-01-17

新竹镇ZJ2021-01-18

新竹镇ZJ2021-01-19

新竹镇ZJ2021-01-20

新竹镇ZJ2021-01-21

新竹镇ZJ2021-01-22

地块位置

定安县新竹
镇新竹墟

面积（m2）

1432.5

66.31
84.31

1211.06
241.19
514.57
1149.41
1365.39
220.96

102.93

333.82
1562.06
1163.44

613.82

673.17
346.12

147.86

209.18
562.08
334.78

1088.17

土地用
途

零售商
业用地

出让
年限

4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为≤2.0，建筑密度为≤45%，
绿地率为≥25%，建筑限高为≤20米

容积率为≤2.0，建筑密度为≤45%，
绿地率为≥25%，建筑限高为≤20米

容积率为≤2.0，建筑密度为≤45%，绿地
率为≥25%，建筑限高为≤20米

容积率为≤2.0，建筑密度为≤45%，绿地
率为≥25%，建筑限高为≤20米

容积率为≤2.0，建筑密度为≤45%，绿地
率为≥25%，建筑限高为≤20米

容积率为≤2.0，建筑密度为≤45%，绿地
率为≥25%，建筑限高为≤20米

容积率为≤2.0，建筑密度为≤45%，绿地
率为≥25%，建筑限高为≤20米

容积率为≤2.0，建筑密度为≤45%，绿地
率为≥25%，建筑限高为≤20米

挂牌起始价
（万元）

67

4
4
57
12
24
54
64
11

5

16
73
55

29

32
17

7

10
27
16

51

竞买保证金
（万元）

67

4
4
57
12
24
54
64
11

5

16
73
55

29

32
17

7

10
27
16

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