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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县亿和砂石料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副本 91632121MA75225J8 遗失，特
此声明！

◇海东鑫达假日酒店营业执照副本
9163210007458458XK（1-1）遗失，特此
声明！

◇张吉祥青 BG0837车辆登记证书
遗失，特此声明！

◇铭翰汽车装饰用品营业执照副本
632121616001254遗失，特此声明！

◇秀玉商店（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
632121609002507、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63212419691114遗失，特此声明！

◇海 东 市 通 达 汽 车 运 输 公 司 青
B25223营运证 632121007438遗失，特此
声明!

◇海东市乐都区月强养殖专业合作
社营业执照正本 93632123MA752N382K
（1-1）遗失，特此声明！

◇ 五 环 通 讯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632121616001684（1-1）、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632121196910090054 遗 失 ，特 此
声明！

◇一元起价超市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430521197310010492遗失，声明作废！

◇海东市乐都区兴农农产品购销有
限公司财务章 6321230007163、法人章
（马延芬）遗失，声明作废！

◇平安县芙蓉茶艺棋牌室营业执照
副本632121616009847遗失，特此声明！

乐都县宝发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即日起申请公司注
销登记，并成立清算小组。成员：
申存宝。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乐都县宝发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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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017-
0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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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位置

海东市平安
区平安镇杨

家村

海东市平安
区平安镇杨
家村
海东市平安
区平安镇上

滩村

土地用途

其他普通商
品住房用地

商务金融用
地

医卫慈善用
地

出让年
限（年）

70

40

50

宗地面积
（平方米）

24175

4826.69

4137

起始价
（万元）

4424.025

543

173.754

保证金
（万元）

1300

165

55

加价幅
度（万
元/次）

10

10

5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容积
率≤2.5

容积率≤
3

1≤容积
率≤1.5

建筑密
度（%）

≤30

≤35

≤30

绿化率
（%）

≥35

≥35

≥25

建筑限
高(米）

≤60

≤60

≤15

现状土地条件

宗地红线外六通（通路、
通电、供水、排水、通讯、
通气）；红线内场地平整。

宗地红线外六通（通路、
通电、供水、排水、通讯、
通气）；红线内场地平整。
宗地红线外六通（通路、
通电、供水、排水、通讯、
通气）；红线内场地平整。

备注

宗地为商住用地，主用途为住宅用地，出让年

限为70年；商业用地出让年限为40年。出让面

积按住宅用地面积70%即16922.5平方米、商业

面积30%即7252.5平方米分摊（最后按规划建

设部门批准的总平面图进行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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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应当单独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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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4 月 26 日至 2017 年 5 月 15 日到
海东市国土资源局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17年4月26日至
2017年5月15日到海东市国土资源局向
我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
截止时间为 2017 年 5 月 15 日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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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
月15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
在海东市国土资源局进行。各地块挂牌
时间分别为：2017-01号地块：2017年5
月16日09时00分至2017年5月31日17
时00分；2017-02号地块：2017年5月16
日09时00分至2017年5月31日17时00
分；2017-03号地块：2017年5月16日09
时00分至2017年5月31日17时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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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成交价不包括契税与土地评
估费，需另行缴纳。

（三）本次拟出让地块均为现状条
件，竞买人可对拟出让地块自行踏勘。

（四）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口
头、电子邮件和邮寄报名。

（五）竞买人必须严格按照城建规划
要求开发建设，初步建设及规划方案须经
相关部门审核通过。竞买人在获得竞买
地块土地使用权后，必须保证在6个月内
开工建设，否则，将收回其土地使用权。

（六）海东市国土资源局对本公告保
留解释权，以上事项如有变动，一律以变
更公告为准。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海东市平安区平安大道

231号
联系人：张女士、俞女士
联系电话：0972-8687331
开户单位：海东市国土资源局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海东兰青路支行
银行账号：105034131155

海东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4月26日

海东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海东市人民政府批准，海东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以下3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指标要求

新华社华盛顿4月24日电 美职篮
季后赛24日产生了第二支晋级次轮的队
伍，勇士队客场以 128：103大胜开拓者，
实现了对对手的4：0横扫。此外，猛龙主
场 118：93轻取雄鹿，距晋级还有一步之
遥。

勇士在与开拓者的第四场较量中没

有给对手任何机会，首节一上来便打出
14：0的开局，并以45：22结束第一节。随
后的比赛，双方分差在大部分时间里都
维持在20分以上。继前一日骑士晋级东
部四强之后，勇士队也以4：0的大比分成
为第一支进入西部半决赛的球队。

本场比赛，勇士队库里砍下全场最

高的 37分，并有 7个篮板和 8次助攻，格
林贡献 21分，复出的杜兰特进账 10分，
开拓者队利拉德得到全队最高的34分。

之前与雄鹿战成2：2的猛龙此役回到
主场，他们凭借第一节中段打出的一波
17：0，一举在首节奠定两位数的优势。此
后的三节比赛，猛龙牢牢占据场上主动，

雄鹿始终无法迫近比分，猛龙最终在主场
战胜对手，大比分3：2夺得赛点。

猛龙队鲍威尔拿下全队最高的 25
分，德罗赞得到18分，雄鹿队安特托昆博
贡献全场最高的30分。

另外一场比赛中，老鹰主场111：101
力克奇才，双方总比分战成2：2。

勇士横扫开拓者 猛龙夺赛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