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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占科青BG8992车辆登记证书
遗失，特此声明！

◇陈木海莫青 B53209 车辆登记证
书遗失，特此声明！

◇民和县安有布饭馆营业执照正
副本 92632122MA754HX37H 遗失，特
此声明！

◇民和县金玉轩饰品店营业执照
正本 92632122MA757LY651 遗失，特此
声明！

◇平安华金小区 6 号楼 2 单元 2 楼
中 2122 谢 德 云 土 地 证 平（2014）

023947789遗失，特此声明！

◇平安区东方明珠5号楼1142室李
玉萍购房票据1010396（金额10000元）、
1020303（金额 122817 元）遗失，特此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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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公告编号

东土告字
[2019]07号
东土告字
[2019]07号

地块编号

河湟新区
（2019）04号

河湟新区
（2019）05号

位置

海东河
湟新区
海东河
湟新区

土地
用途

商业
用地
商住
用地

出让年限
（年）

40年

商业40年
住宅70年

宗地面积
（平方米）

5295.70

9753.50

起始价(万
元)

556.05

614.47

保证金（万
元）

278

307

加价幅度
（万元）

10

10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2＜R≤2.5

1＜R≤3.5

建筑密度
（%）

≤25%

≤50%

绿化率（%）

≥30%

区域内整体
平衡

建筑限高

≤50米

满足机场净空
要求

土地条件

以现状土地
条件为准

以现状土地
条件为准

海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海东市人民政府批准，海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以下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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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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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5 月 8 日 至 2019 年 5 月 27 日 到
海东工业园区国土资源局 获取 挂牌 出
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19年5月8日 至
2019年 5月 27日 到 海东工业园区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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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5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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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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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东工业园区国土资源局 进行。各
地块挂牌时间为: 2019 年 5 月 28 日 09
时00分 至 2019年6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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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成交价不包括耕地占用税、
契税、土地评估费、图件制作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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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挂牌以价高者得为原则

确定竞得人，最高报价相同时，以设计方
案中容积率低的报价方确定为竞得人。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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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工时间如遇冬季非
施工期，可顺延），2年内竣工。否则，将
收回其土地使用权。

（七）竞买人交纳竞买保证金并拍
得该宗地后，按合同约定缴纳土地出让
价款并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逾期未来办理者，视为违约，保证
金冲抵违约金，不予退还。

（八）海东工业园区国土资源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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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与银行帐户
联系地址：海东市平安区海东工业

园区中关村东路 8 号创业大厦 B 座 510
室

联 系 人：秦先生、朱先生
联系电话：0972-7699928
开户单位：海东工业园区管理委员

会
开户银行：青海银行海东市分行工

业园区支行
银行帐号：1604201000122281

海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5月8日

开文明车 行文明路 做文明人

新华社华盛顿5月6日电（记者 王集
旻）美职篮东西部半决赛 6日继续进行，
在西部，休斯敦火箭主场以 112:108力克
卫冕冠军金州勇士，将总比分追成 2:2。
东部角逐中，密尔沃基雄鹿客场再次击
败波士顿凯尔特人，以 3:1的总比分拿到
赛点。

火箭和勇士第四战中，双方当家球
星哈登和杜兰特再次上演飙分大战，前
者拿下 38分和 10个篮板，后者 34分和 7
个篮板，哈登在个人数据和球队胜负结
果上都胜出一筹。

第一节两队都比较急躁，失误很多，

进攻效率不高。第二节火箭率先企稳，
凭借一波 17:4的得分高潮，上半场以 61:
54领先。第三节勇士在杜兰特和库里的
带领下掀起反击，一波 11:0 的攻击波把
比分迅速迫近，好在火箭队得分点众多，
又再次将分差拉大到10分左右。

第四节勇士整体提速，杜兰特、库里
和格林的快攻拿分不少，不过勇士赖以成
名的三分球效率不高，火箭依靠积极防守
和冲抢前场篮板，在大部分时间里还是保
持10分左右的领先优势。然而，比赛最后
三分钟里，勇士逐渐把比分逼近，还有机
会投三分球追平比分，不过杜兰特和库里

先后打铁，火箭最终4分险胜。
火箭其余球员表现都较为出色，其

中戈登 20分，而在此前几场比赛中贡献
不多的塔克发挥作用，拿下 17 分 10 篮
板。此外，保罗收获13分，里弗斯替补上
场贡献 10分。勇士方面，库里下半场发
力，全场攻下30分，前锋格林拿到15分。

东部半决赛中，“字母哥”安特托昆
博还是当仁不让的主角，他砍下 39分和
16 个篮板，帮助雄鹿在第四战中以 113:
101击败凯尔特人。此战获胜后，雄鹿距
离阔别已久的东部决赛仅有一步之遥，
雄鹿上一次打进东决还要追溯到遥远的

2001年。而凯尔特人在连续两个主场沦
陷之后，出线形势已经岌岌可危。

两队第一场较量中，安特托昆博曾发
挥失常，不过随后三场比赛，安特托昆博
如入无人之境，雄鹿连下三城，球队主帅
布登霍尔泽对他赞不绝口。他说：“安特
托昆博很难防住，在攻防两端的贡献都很
巨大，而且他的求胜欲望也很强烈。”

这场比赛雄鹿替补得分有 32 分之
多，而对手替补只有 7 分。布登霍尔泽
说：“如果雄鹿主力安特托昆博和米德尔
顿都长时间坐在板凳上，那我们的对手
就要注意了。”

火箭扳平比分 雄鹿紧握赛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