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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沂水县人民政府批准，沂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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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本宗地出让范围内的原
有土地权利证书、房权证书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注销废止。

2、本宗地起始价中不含地上附
着物补偿费用、耕地占用税、契税、
办理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及开发建
设手续等应交纳的有关税费，由竞
得人另行缴纳。

3、具体用地规划条件按沂规设
[2020]68文件执行。

4、本宗地使用条件：食品制造
业投资强度≥130万元/亩，亩均税
收≥20万元/亩，新上项目单位产值
能耗标准不高于0 . 144吨标准煤/万
元；本地块执行环境质量标准如下：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IV类标准，《地
下水质量标准》III类标准，《声环境
质量标准》3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

《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标准》(试行)表1中第二类
用地相关标准要求。

二、申请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
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申请人应具备的其他条件：
凡在本县域内欠缴土地出让价

款等违规行为的单位及其控股股
东、该单位控股或投资的企业或其
他组织和法律法规政策等文件规定
禁止参加竞买的不得参加竞买。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采取网上报价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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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9日至2021年2月5
日(节假日不休息)，到临沂市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
系统网站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21年1月29日
至2021年2月5日(节假日不休息)，
到临沂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
业权网上交易系统网站提交申请。
交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2021年
2月5日16时(节假日不休息)。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地点为临沂市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网站；
挂牌时间为2021年1月29日9时至
2021年2月7日16时(节假日不休息)。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实行网上交易，申请人须办理
电子签名认证证书后，登录临沂市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
交易系统网站，在提交竞买申请截
止时间之前交纳竞买保证金，按宗

地下载出让文件，并按出让文件要
求和系统提示填写竞买申请书并冻
结竞买保证金。出让文件规定申请
人须提交其他材料的，申请人应同
时上传该资料的电子图片，由出让
人人工审核。网上交易不接受除网
上竞买申请以外其他方式的申请，
如电话、邮寄、书面、口头等申请。

申请人提交竞买申请并冻结竞
买保证金的时间为2021年1月29日9
时至2021年2月5日16时(节假日不
休息)，逾期不予受理。

申请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
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在申请书中必
须予以说明并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
成、成立时间等内容。

缴款到账有关事项，竞买人缴
款到账以网上交易系统反馈到银行
系统的报文信息为准。因网络延迟
或网络不通，交易系统不能向银行
系统反馈缴款到账信息的，属于单
边账，视为缴款不成功。缴款不成功
的，银行将做退款处理，竞买人在缴
款后应及时登录交易系统核对到账
信息。竞买人应当避免在截止期限
前的最后24小时缴款，如出现缴款
异常情况，请竞买人与出让人及有
关银行联系。

电子签名认证证书办理沂水办
理点地址：沂水县城沂蒙山东路18
号 ，联 系 电 话 0 5 3 9 - 2 2 6 8 0 5 2
13954966630

挂牌时间截止时，交易系统将
询问竞买人是否愿意继续竞价，有
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必须交
齐挂牌截止时最高报价与竞买保证
金之间的差额，择期转入网上限时
竞价，通过限时竞价确定竞得人。揭
牌及限时竞价时间另行通知。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的事项如有变更，出让人将发
布变更公告，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申请人自行踏勘现场，出让人
可提供协助。

临沂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
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网址：http://
ggzyjy.l inyi.gov.cn:8088/GTJY_
SDLY/

中国土地市场网 ( h t t p : / /
www.landchina.com)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沂水县沂蒙山东路

18号
联系电话：0539-2268052

13954966630
2021年1月9日

沂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沂国土资告字[202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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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靳宇豪

CBA联赛正在火热的进行中，而对
于北京首钢男篮来说，目前的处境犹如
室外的天气一样，寒气逼人。1月10日
晚上，CBA联赛第28轮，北京首钢与深
圳男篮进行交锋。这场比赛深圳是表现
更好的一方，四节比赛的大部分时间在
比分上都处于领先地位，而一直处于下
风的北京队成为苦苦追分的一方。比赛
进行到读秒时刻，北京终于将比分追成
92平，正当所有人都以为比赛要进入加
时赛的时候，裁判给了北京球员刘晓宇
一个违体犯规和一次技术犯规的判罚。

这个判罚无异于直接将北京队宣
判了“死刑”，本来还想翻盘的北京队，
胜利的希望彻底破灭。于是，整场比赛
都打得十分压抑的北京队，全队上下开
始将情绪彻底宣泄出来。一向温文尔雅
的北京主帅解立彬不顾形象地朝着技
术台咆哮，场上球员和板凳席都在用不
同的方式向裁判表达着不满。

那一刻，北京队上下都有一些情绪

失控，同时也表现得十分委屈。难道这
又是一场裁判主导的比赛？裁判的判罚
究竟错了吗？

答案为“不是”“没有”。
时间倒回到那场比赛的最后阶段，

倒计时9秒的时候，深圳队外援布克一
记跳投三分，下落的过程中踩到北京队
防守队员刘晓宇右脚的脚后跟，遭遇崴
脚，痛苦倒地。当值主裁汪梅主动观看
录像回放之后，认为刘晓宇有垫脚的嫌
疑，给了他一个违体犯规。所有人都知
道这个犯规意味着什么，刘晓宇找裁判
控诉没有控制好情绪，随之而来的又是
一次技术犯规。于是，出现了解立彬率
队集体罢赛的一幕。

这样的判罚看似很具有针对性，北
京队似乎遭遇了裁判的“黑哨”。然而，
复盘汪梅的一系列操作，都找不出毛病
来。

首先，主裁有权主动回看录像，并
补上此前漏掉的判罚。其次，我们有理
由相信刘晓宇的垫脚行为不是故意而
为之，但裁判规则上写得十分清楚，只

要跳投队员落地，踩到防守队员向前伸
的脚，就是违体犯规。

京深之战近几个赛季越发激烈，双
方在之前的比赛中就曾结下过“梁子”。
2019-2020赛季，北京和深圳的比赛，主
裁也是汪梅，当时也是在比赛最后时刻
出现争议性判罚。

那场比赛贺希宁最后2秒的一记三
分球，帮助深圳1分领先，随后，林书豪
随手一个投篮出手，比赛一度被宣判结
束，但汪梅回看录像后判了深圳防守犯
规，最终林书豪通过3次罚球终结了比
赛。比赛结束后，深圳主帅王建军还是
无奈地笑着与北京主帅雅尼斯握手致
意。

如今，如出一辙的两起事件，深圳
队当时展现出来的职业精神和北京队
这次上演的集体罢赛行为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同时让外界更加降低了对北京
队的好感。目前，CBA公司已经判定京
深战最后阶段的裁判判罚符合规定，北
京队接下来恐怕要为这次的不理智行
为买单了。

京深之战裁判关键判罚引发北京队争议

有个性不等于无理智

北京男篮不满裁判判罚。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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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靳宇豪

上一场比赛险胜山西男
篮之后，山东队取得三连胜的
成绩。1月 12日 12：30，山东队
将迎来十分强大的对手辽宁
队。双方并不陌生，这将是本
赛季双方的第四次交手，此前
三个回合，山东队仅取得一场
胜利。从综合实力上来看，辽
宁是占据上风的，这一次再交
手，山东要想扳回一城，必须
拿出最佳的状态出来。

与山东队一样，辽宁近期
状态不错，接连击败浙江、山
西和青岛也取得三连胜。不
过，山西和青岛的整体实力不
如辽宁，加上超级外援富兰克
林、亚当斯因伤高挂免战牌，
对手的实力大打折扣，辽宁几
乎没有费太多力气就轻松过
关。这三场胜利，辽宁都展现
出了极强的团队篮球风格，对
阵浙江 6人得分上双，对阵山
西7人得分上双，对阵青岛5人
得分上双。

山东队本赛季也多次展现
出团队篮球的打法，并取得多场
胜利，但由于近期受到伤病潮的
困扰，最近三场比赛面对实力不
强的广州、北京和山西，虽然最
终都取得胜利，但比赛过程都打
的十分艰难。这一次面对以团队
篮球著称的辽宁，山东队如果不
展现出凝聚力出来，过程的困难
程度将可想而知。

山东战胜辽宁的那场比赛，
凭借的是辽宁旧将高诗岩最后
的绝杀三分，过程可谓是十分的
惊醒动魄。上一次双方交战，小
高由于腰伤缺席了比赛，山东队
整场都被辽宁压制，最终以13分
的分差输掉比赛。

近期，高诗岩已经伤愈复
出，但表现不是十分稳定。复出
之后的首场比赛对阵北京，他活
力四射，打出全队最高分，并与王汝恒、陈培东组成
本土三后卫，以极为顽强的防守态势，最终逆转北
京帮助球队取胜。上一场与山西对阵，休息了8天
的高诗岩身体充满了电，却失去了场上的感觉，整
场比赛状态全无，往日山东队场上最亮眼的球员，
变得有些暗淡无光。

这一次再遇老东家，与高诗岩对位的将是辽篮
的大哥郭艾伦、赵继伟等人，小高将面对很大的压
力，他能否将压力变成动力，再次展现高光时刻，成
为比赛的看点。此外，哈德森近期同样表现欠佳，面
对曾经效力过的球队，老哈还是得打起精神来。

值得一提的是，山东本赛季借租到辽宁的小将
朱荣振，此前在辽宁内线核心韩德君因伤缺阵的时
候，打出了极为亮眼的表现。这一次，面对老东家，
与陶汉林等人组成的内线群篮下对位，他的表现同
样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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