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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
编号

地块坐落
出让面
积(m2)

土地
用途

出让年
期(年)

规划条件
起始价
(万元)

保证金
(万元)

备
注

TC-G-2021
-005号

郯城街道办事处古槐社区，师
郯路北侧，县汽车站西侧

30627 住宅 70
1 . 0<容积率≤2 . 4 建筑
密度≤25% 绿地率≥35%

12333 12333

TC-G-2021
-003号

郯城街道办事处古槐社区，师
郯路北侧，郯中路北段西侧

25241 住宅 70
1 . 0<容积率≤2 . 4 建筑
密度≤25% 绿地率≥35%

10164 10164

TC-G-2021
-006号

红花镇重兴社区，205国道东
侧

13721 工业 50
容积率≥1 . 0 建筑密度≥

35% 绿地率≤15%
382 382

郯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 2 0 2 1 ]第 1号

经郯城县人民政府批准，我局决定挂牌出让三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出让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基本情况和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备注：1、宗地出让范围内的原
有不动产权证书(包括：土地证、房
产证、林权证等)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废止；

2、TC-G-2021-005号、TC-G
-2021-003号地块涉及郯城街道古
槐社区(原官路口村)拆迁安置还
建，竞买人需持与郯城街道办事处
签订的还建意向书报名。

3、住宅用地装配式建筑需满
足《郯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
快推广应用装配式建筑的实施意
见》(郯政办发[2020]6号)文件要
求。

二、竞买人范围：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
组织，除存在拖欠本县县区土地出
让价款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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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政策等文件规定
禁止参加竞买的之外，均可申请参
加，可单独申请，也可联合申请。

三、申请与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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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截止时间之前缴纳竞买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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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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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上午9时至2021年2月7日下午3
时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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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挂牌时间、竞价方式
挂牌出让采取登录交易系统

网站网上报价方式，按照价高者得
原则确定竞得人。挂牌时间为2021
年1月31日上午9时至2021年2月9
日下午3时。挂牌时间截止时，交易
系统将在宗地出价页面询问竞买
人是否愿意继续竞价，有竞买人
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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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另行通知。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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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单边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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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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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出让地块现场踏勘时间
竞买人自行踏勘现场，出让人

可提供协助。
中国土地市场网网址：http://

www.land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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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yi.gov.cn:8088/GTJY_
SDLY/

郯城县人民政府网址：http://
www.tancheng.gov.cn/

郯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地
址：郯城县建设路7号

郯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地
址：郯城县东城新区政务大厅三楼

咨询电话：0539-6151026
6800561

郯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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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孟杰

10日凌晨突然吐血
医院下达病危通知书

能和家人一起平稳走过2020年，是
肝癌患者姚策一直以来的心愿。

2020年底，一直在杭州树兰医院接
受治疗的姚策，在征求了医院的意见后，
和妻儿以及亲生父母一同到了广西北
海，他们想在这个南方的小半岛找一处

“避风港”，安安静静地生活一阵。
熊磊告诉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之所以选择去北海，一来是姚策的病情
耐不住严寒，二来他们也想找个清静地
儿，逃离“网络暴力”。

他们在“避风港”内平静生活了11天
后，10日凌晨2点，姚策突然大口吐血，家
人紧急将他送往北海市人民医院。当天
上午，熊磊接到医院下达的病危（重）通
知书。通知书上称，目前诊断为肝恶性肿
瘤上消化道出血，虽经医护人员积极救
治，但目前患者病情危重，并且病情有可
能进一步恶化，且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多
器官功能衰竭等并发症。

和家人商量后，11点52分，熊磊在病
危（重）通知书上签了字，并在“气管切
开、电除颤、心脏按压、呼吸机辅助呼吸”
等六项救治措施前面全都打上了对号。

昏迷9小时后姚策苏醒
但还没度过危险期

10日晚上，昏迷了9个多小时后，姚
策苏醒。

“目前有意识，但仍旧是昏昏沉沉
的。”熊磊称，因为姚策目前的身体情况
不能做内检，现在不能确定消化道内还
有没有出血点。“如果72小时内血能止
住，就能度过危险期。”

姚策之所以突然病重，熊磊认为跟
“网络暴力”脱不了关系。

在1月5日那天，姚策面对公众，在自
己的直播间里跟网友“交代了”一些事
情，包括九江的房产、驻马店的房子、妻
儿以后的安排等。

姚策称，养父母为自己付出了很多
的心血，他将把九江自己名下的房产从
法律上归还给养父母，不想让他们老了
没有安全感；至于驻马店的房子，继续由
郭哥哥（“错换人生”另一位当事人）一家
居住，自己也不会回驻马店；妻儿则会回
到岳父母的身边继续生活。

熊磊称，自从姚策病了并在网上发
起募捐后，网友的质疑就从来没断过，从
款项、房产，到家人的私生活，网友总能
找到质疑的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在某平台
搜索相关话题后发现，网上有多个账号，

专门搜集相关“证据”来质疑姚策一家。
对于网上的声音，熊磊称自己从来都

不在乎，但“网络暴力”的发酵已经严重干
扰了家人的生活，甚至影响了他们一家人
的感情，这也直接导致姚策情绪受到影响。

珍惜一家人相聚的时间
妻子称“只想他活着”

同姚策和熊磊一同在北海的，还有
他们的儿子以及姚策的亲生父母。

跟姚策的亲生父母生活在一起时间
长了，熊磊已经慢慢适应。“我们有什么
说什么，尊重彼此，换位思考，即使有问
题也能解决。”姚策生病后，熊磊坦言，自
己变得不像自己了，以前自己性格开朗，
没什么心事，现在做什么事情都要小心
翼翼的，怕网友“暴力”，更怕家人担心。

这次到北海，一家人也是想让姚策休
养一下，好好享受一下家人的陪伴。跟往常
一样，夫妻俩很默契地不谈以后和病情。

“我们只谈孩子，他很克制自己，我

也不想让他担心。”只要医院允许陪护，
熊磊现在都会陪在姚策身边。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只想他能活
着。每天能按时吃药，每天能不那么痛，
不去想以后。”11日上午，从医生办公室
里出来，熊磊的声音略显疲惫。

二审上诉案件正在推进中
律师表态要加快进程

此次姚策病重，让熊磊和家人也更
想尽快推进二审上诉案件。“目前姚策就
与河南大学淮河医院二审上诉案件已经
到了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

11日下午，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
姚策的代理律师周兆成处获悉，二审上诉
案件正在有序推动中，他也打电话告知姚
策不用担心、安心养病。“法律问题交给我，
他的任务就是活下去。”周兆成表示，作为
姚策的代理律师，下一步，他也会尽快与开
封市中级人民法院沟通，加速案件的进程，
绝不能让姚策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

去年2月，只有28岁的姚策被医院诊断
为肝癌晚期，其母欲割肝救子，却发现跟姚
策并无血缘关系。一起医院抱错婴儿事件
由此被揭开。

为讨个公道，姚策以及亲生父母一纸
诉状将涉事医院河南大学淮河医院告上法
庭，共向医院索赔301万。

去年12月7日，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对案件公开宣判，原告共获76万元赔偿。

去年12月20日，原告姚策、杜新枝、郭希宽
就被告河南大学淮河医院侵权责任纠纷案以
及姚策单独诉被告河南大学淮河医院患癌侵
权责任纠纷案向开封市中院提起上诉。

谈及上诉原因，姚策的代理律师周兆
成表示：“姚策想用自己的人生经历，推动
我国立法提高精神损害赔偿金额以及推动
有过错的医疗机构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因此，他们最终选择了上诉。”

10日凌晨，“错换人生28年”当事人姚策因上消化道出血病情恶化被紧急送医，医院一度下达了病危（重）通知
书。11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姚策妻子熊磊处得知，昏迷9小时后，姚策已于10日晚苏醒，但目前仍旧昏沉。
姚策两岁时被查出是乙肝病毒携带者，最终于2020年2月被确诊为肝癌，饱受病痛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因为没有办法做内检，现在还不能确定有没有出血点，如果72小时内可以止住血，就能度过危险期。”熊磊告
诉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等姚策度过危险期，他们将立即返回杭州治疗。

加加油油！！别别错错过过人人生生
“错换人生案”患癌小伙姚策昏迷9小时后苏醒

律师称将推动案件进程，不让他遗憾离开

链
接

“错换人生案”一审
医院被判赔76万

这这些些天天姚姚策策的的亲亲生生父父母母

一一直直陪陪在在他他身身边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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