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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政府批准，平坝区国土资源局
以挂牌方式出让平挂G-15-18号、平挂G-15-32号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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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需要说明的宗地情况
（一）平挂G-15-18地块 安顺市平坝区高铁新村

地块
1、该宗地竞得人需按照安顺市平坝区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建设用地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平建规条（2015）
第04号）的相关要求规划建设。

2、报名竞买前需到安顺市平坝区国土资源局了解相
关情况，按规定办理手续。

3、竞得人还需支付中标价3%的契税及其他相关税
费（评估费、测量费等）。

4、起挂价含耕地表土剥离费18.84万元，竞得人按照
相关要求自行剥离表土并运送到指定地点，可申请退还
该费用。

（二）平挂G-15-32地块 安顺市平坝区夏云镇云
园路地块

1、该宗地竞得人需按照安顺市平坝区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建设用地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平建规条（2015）
第12号）的相关要求规划建设。

2、报名竞买前需到安顺市平坝区国土资源局了解相
关情况，按规定办理手续。

3、竞得人还需支付中标价3%的契税及其他相关税
费（评估费、测量费等）

4、起挂价含耕地表土剥离费1.33万元，竞得人按照
相关要求自行剥离表土并运送到指定地点，可申请退还
该费用。

5、90平方米以下的户型用地不低于住房用地的
70%。

三、挂牌出让成交后的相关事宜
1、所有地块挂牌出让成交确认后，30日内签订土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同时竞得人缴纳的保证金转为履行合
同的定金，定金抵作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款，商住用地在合
同签订30日内、工业用地在合同签订60日内缴纳剩余价
款。

2、出让地块范围内因建设涉及基础设施改造，由竞
得者自行负责并支付相关费用。

3、竞得者须严格执行安顺市平坝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建设用地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的规划指标。
4、地块挂牌成交确认后2个工作日内竞得人需按《贵

州省物价局关于土地交易服务收费的通知》（黔价房﹝
2009﹞236号）文件规定向安顺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纳
土地交易服务费。出让地块涉及的其他相关费用由竞得
人按规定向相关单位支付。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
织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
申请。注:(凡违法违规用地,未接受处理或尚在处理中及
欠缴土地出让金等相关费用、取得土地使用权后未按规
定按时开工和竣工的、被银行系统列入“黑名单”的和法

律、法规及政策性文件另有规定的除外）。
1、申请人报名时须提供银行资信证明书及保证金承

诺书。
2、报名时须提供检察机关出具的申请人近三年行贿

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
3、单位报名的竞买保证金须从单位账户转入，个人

报名的须从个人账户转入，并持银行出具的缴款凭证到
交易中心业务二部盖章确认。保证金不接受现金交纳。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为有底价挂牌出
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六、本次挂牌出让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
文件。凡有意竞买者，可于2015年11月6日后到安顺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购买挂牌出让文件（300元/套）。（注：
工作日内）

地块的挂牌时间及报名交纳保证金和竞买资格审查

时间如下表：
七、竞买资格确认
申请人按规定提交竞买申请及交纳竞买保证金(保证

金以银行到账时间为准)，具备申请条件，安顺市平坝区国
土资源局将在规定时间内确认其竞买资格，并通知其参
加挂牌活动。

八、出让地点与时间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安顺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地块挂牌报价时间为：工作日上午09：30
时至12：00时，下午14：00时至16：00时

九、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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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安顺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安顺市龙泉路

15号龙泉小区旁）
安顺市平坝区国土资源局
联系电话：0851-34222165 33350263
联 系 人：刘 星 程小兴
开户单位：安顺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 户 行：中国银行安顺分行
保证金账户：132019539070

安顺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安顺市平坝区国土资源局

2015年11月6日

平坝区国土资源局2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安市公资交（地）字告【2015】51号

经批准，贵州鑫龙食品开发有限公司于2015年06
月29日以出让方式取得安国用（2015）第291号《国有
土地使用证》所记载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使用
权面积为36666.00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经评估该
宗土地地价为1559.2217万元整。现贵州鑫龙食品开发
有限公司将以上土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
之一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顺市分行进
行最高额抵押贷款，最高授信额度为贰仟万元整，借款
期限自2015年11月2日至2022年11月3日止。根据

有关规定，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二日内对上述抵押担保行
为及他项权利有异议的，请到安顺市土地登记事务所提
出申请。

联系电话：0851-33321377
联系人：严金丹 华芳
特此公告

安顺市国土资源局
2015年11月2日

安顺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公告
安土押告字（2015）第31号 因普定县红坪水库工程建设的需要，普定县坪上镇

坪寨村余旺坟、牛项包、黄土坡、包包田范围内的坟墓急
需迁移，请在规划迁坟范围内坟墓坟主的亲属在本公告
公布之日起至2015年11月21日前到我公司联系办理
迁坟手续，逾期不迁坟的坟墓视为无主坟，将统一作深
埋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普定县润民水务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张义忠（18224661818）

彭志彦（13595369828）
普定县润民水务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11月6日

迁坟公告

▲ 遗失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农业投资有限
责 任 公 司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证 号 ：
520424789780672，声明作废。

▲ 遗失镇宁县金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贵卅省
地方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联发票贰张，发票
号: 号码：04302106、04302107，声明作废。

遗 失

陈家发、吴晓翠：
本院受理原告贺光宏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贵州省安顺市西秀
区人民法院（2015）西民初字第1019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依法判决你们在本判决发生效力后10日内偿还原告
贺光宏借款人民币200000元及利息（以借款200000元
为本金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自

2014年6月10日起计算至本金还清之日止）。并由你
们承担本案受理费5020元及公告费200元，合计人民币
5220元。现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该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
顺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陈家发、吴晓翠：
本院受理原告吴运玉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贵州省安顺市西秀
区人民法院（2015）西民初字第1018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依法判决你们在本判决发生效力后10日内偿还原告
吴运玉借款人民币300000元及利息（以借款100000元
为本金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自
2014年7月1日起计算至2015年4月23日止；以借款

200000元为本金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
计算，自2014年 7月 1日起计算至2015年 4月 23日
止）。并由你们承担本案受理费6205元及公告费200
元，合计人民币6405元。现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该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公告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公告

金正恩要求改进
党对军事教育的领导
新华社平壤11月5日电 据朝中社5日报道，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近日在出席第七次军事教育工作者大会时说，
要提高军事教育水平，改进党对军事教育的领导。

第七次军事教育工作者大会于3日至4日在平壤举行。
金正恩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就贯彻党的军事教育革命方
针、顺应现实发展需要、强化军事教育事业提出了有关任务。

金正恩说，军事教育革命的目标是按照全军金日成-金
正日主义化要求，提高军事教育水平，开创强军全盛期。

他指出，应正确树立对军事教育的领导体系，增强领导
干部的责任和作用，改进党对军事教育工作的领导。他说，
各级军校的任务是要将所有学生培养成对党绝对信赖、善于
组织和指挥现代作战的指挥官。

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长黄炳誓在会上做了报告。模范
军事教育工作者、军事教育机构教职员等参加大会。

应对难民危机 欧盟进展缓慢
□新华社记者 赵小娜 梁淋淋

临近冬季，欧洲的难民危机愈演愈
烈，每天有大批难民经由地中海，沿着西
巴尔干路线，来到欧洲寻找新生活。

面对二战以后最严重的难民危机，
欧盟领导层焦头烂额，连续召开多轮会
议后制定一系列应对方案，其中包括成
员国分摊难民配额、支援周边国家控制
难民流、扩容巴尔干地区和希腊的难民
安置中心……然而，目前落实这些措施
的进展十分缓慢。

转移缓慢

4日，一架载有30名难民的飞机在
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希腊总理齐普拉
斯等官员的目送下从雅典起飞前往卢森
堡。至此，共有116名难民从希腊和意大
利被转移安置到其他欧盟成员国。

欧洲本轮难民危机已经持续了近一
年，而欧盟的转移安置人数才刚刚突破
百人。其实，欧盟早在今年5月就提出了

“配额制”，让各国按照国土面积、人口、
经济实力等因素分摊进入意大利、希腊
和匈牙利等前线国家的难民。但相关磋
商拖延了近4个月后，这项措施才勉强获
得通过，成员国答应两年内转移安置总
计16万名难民。

欧盟计划今年从希腊、意大利等国
转移安置6.6万名难民，但难民转移安置
工作直到10月9日才正式启动。虽然难
民配额已经分到了各成员国，但截至目

前，欧盟28个成员国中仅有3个国家采
取了实际行动。整个10月份，只有86名
厄立特里亚和叙利亚难民从意大利被转
移安置到瑞典和芬兰。

接下来转移安置工作的进度也令人
担忧。根据欧盟委员会3日发布的难民
问题落实情况报告，目前只有14个成员
国做好准备接纳共1418人，其中葡萄牙
和瑞典准备得最充分，准备各接收300
人，但也仅为其配额量的约十分之一。

实际情况刻不容缓。根据联合国难
民署的统计，今年经由地中海进入欧洲
的难民数量已经超过70万，仅在刚刚过
去的10月份，抵达希腊和意大利的难民
数量就超过了21.8万，这几乎是2014年
全年的总和。

资金堪忧

欧盟承诺今明两年用于解决难民危
机的资金总额为92亿欧元，其中7.8亿欧
元用于难民转移安置，56亿欧元用于援
助难民来源地区和国际组织。

应对欧洲本土难民问题的资金来源
主要是欧盟预算。对此，欧盟已经对
2015年财政预算进行了两次调整，先后
增加了共计4.89亿欧元预算承诺和1.33
亿欧元预算支出。

然而，欧盟认为这些钱远远不够开
销，今明两年至少还需要再增加17亿欧
元预算用以应对难民危机。此举将造成

欧盟2016年预算严重“超标”，成员国指
责欧盟这一要求“并不现实”，欧盟委员
会、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目前正在进
行协商。

为应对难民危机，欧盟此前承诺向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难民署
等国际机构捐助资金。与此同时，为从
源头上遏制难民流，欧盟也向部分难民
来源地区承诺予以资金支持。这些援助
资金总计56亿欧元，欧盟预计承担一半，
另一半由成员国自愿解囊。

但是欧盟成员国的援助资金到位情
况令人尴尬。根据欧盟委员会的统计，
截至本月初，欧盟成员国只拿出了5.18
亿欧元。

加快落实

据欧盟相关条例，难民应在他们最
先入境的欧盟国家登记和申请难民庇
护。鉴于欧盟安置工作的进展速度缓
慢，大多难民在登陆欧洲后，会选择沿西
巴尔干线路前往德国和北欧国家。欧洲
媒体称，目前至少有25万难民正在沿着
这条线路迁徙，这导致巴尔干半岛多国
面临大量难民涌入的问题。

欧盟上月末承诺帮助巴尔干半岛国
家处理难民潮，在难民行进路线上增设
难民收容中心。但负责各个难民安置点
和难民收容中心管理和运转的两家主要
机构——欧盟边境管理局和欧盟庇护支

援办公室长期存在人手短缺、设备不足
的困难。随着难民收容中心的一再扩
容，亟需成员国派遣专业人员予以支持。

欧盟原本承诺由成员国向欧盟庇护
支援办公室提供374名专家，向欧盟边境
管理局派遣743名专业人员用于边防守
卫、安检、盘查和翻译，但除奥地利、德国和
法国宣布派遣几十名人员外，其余回复的
成员国提供的人员数量多为个位数。

更加严重的是，由于匈牙利先后关
闭了通往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边界通
道，大量难民滞留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
和斯洛文尼亚。根据欧盟委员会的统
计，三国共提出近50项难民安置物资需
求，目前只有10个成员国伸出了援手，且
援助物资数量和种类严重不足。

仅以过冬物品为例，三国提出共需
1470顶过冬帐篷，现在仅仅得到了250顶
援助；提出需要各类毛毯10.7万张，近七
成还没有着落；提出需要400套取暖设备，
迄今一套也还没见到。难民收容中心急
缺的医疗救护设备更是迟迟不能到位。

如果事态照此发展下去，也许欧盟
委员会主席容克的警告即将变成现实。
他曾说过：“人们很快就会看到有人在巴
尔干冰冷的河水中悲惨地死去。”分析人
士认为，欧洲已经入冬，任何人都不愿意
看到人道主义危机的爆发，欧盟及各个
成员国应切实肩负起责任，加快落实应
对难民危机措施。

11月5日，在韩国首尔清溪川，游客在彩灯旁拍照。
当日，充满韩国传统特色的彩灯在首尔清溪川亮起。

2015首尔灯节将于11月6日至22日举办。 □据新华社

韩国首尔灯节即将开幕韩国首尔灯节即将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