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宗地编号 土地坐落
出让面
积(m2)

土地用途
出让年
限(年)

规划指标

YNXY-
2021-001

砖埠镇蒙河社区
(原洙阳村)

71704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教育用地)
50

容积率≥0 . 65，建筑密度≤
30%，绿地率≥35%

沂南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拟出让公告
(沂行审告字〔2021〕1号)

我局拟于近期出让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根据国家土地管理有关法律、法规及国土资源部关

于《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试行)》等规定，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将拟出让地块的有关情

况公示如下：

一、出让地块基本情况

备注：宗地出让范围内的

原有土地权利证书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废止。

二、公示时限

自2021年1月14日到2月13

日截止。

三、意向用地者申请方式

在公示时限内，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

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政策

等另有规定及列入临沂市土地

市场诚信体系黑名单的外，均

可申请参加，对本公示所列地块

有意向的，请以书面方式向沂南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提出申请。

地址：沂南县振兴路东首

志华大厦B座
单位：沂南县行政审批服

务局

邮政编码：276300

联系电话：0539-3261610

联系人：孙先生

四、意向用地者须提交的

申请文件

1、意向用地者申请书(原
件)

2、意向用地者有效身份证

件(验原件、复印件)
3、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有

效身份证件(验原件、复印件)

4、行业主管部门相关批准

文件

五、确定供地方式

1、公示时限内，若该地块

只有一个意向用地者，我局将

按《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规范(试行)》的规定以协议方

式出让该宗土地使用权。

2、公示时限内，若该地块

有 两 个 或 两 个 以 上 意 向 用 地

者，移交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采取招拍挂方式出让该宗土地

使用权。

沂南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1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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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闻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路宗敬 蒋鲁军

载四人轿车扎进冰河
过路人纷纷加入救援

事情要回到七天前。7日上午，正
在事发路口南侧不远的北李村村支部
书记李志安看到，桥头的梁尹公路上，
一辆三轮车突然停下，从上面下来的
人显得异常慌张，李志安意识到，出事
了！李志安赶紧跑过去，还未走到桥
头，便看到公路边上，一辆SUV轿车歪
斜在河岸上，车头损坏严重，再看河道
的冰面上，一辆轿车头朝下翻了个儿
冲破冰面扎进了冰水里。原来，两车在
路口发生碰撞后，一辆车掉进了河里。

“得想法抓紧救人！”到达岸边的李志
安了解到落水轿车内还有人后，他先
给派出所打了电话，由于冰河水较深，
想到需要车辆和绳索把落水车拖出
来，他又打电话向村民求援。

恰巧在附近干活的单位职工，还
有附近诊所的医生，听到发生的车祸
需要救援，都放下手头的事立即赶了
过来。大家利用村民带来的绳索，一头
拴住落水轿车，岸上的人们一起发力
拽车，有效减缓了车辆的下沉速度。一
辆货车路过，在村民招呼下，司机了解
到情况，二话没说加入到救援行列中。
经过货车的拖拽，轿车车体明显上提，
大大减少了后续施救难度。

派出所民警冰河中施救
车内被困人员陆续脱困

村民救援的同时，接到警情的高
唐县公安局尹集派出所民警张光昭和
辅警刘志、李振、魏筱凇很快到达现
场。

“在现场我看到落水的轿车车头
朝下，驾驶座和副驾驶座淹没在水面
下。”张光昭说，情况紧急，来不及多
想，他和刘志马上下到冰河上查看被
困人员情况，在车后座上，发现了一名
女子和一个孩子。刘志站在车上奋力
拽开了后座上的车门，两人协力先后
将被困女子和孩子拖了出来，交给了
岸上的村民照顾。后经了解，被困女子
和孩子是母女关系。

由于室外非常寒冷，担心冻坏孩
子，辅警魏筱淞立马脱下外套将孩子
裹了起来，送到附近一户热心村民家
里取暖。参与救援的那位过路司机，也
二话没说从车上拿下一床被子，给获
救人员保暖。

由于轿车驾驶室没在水下，刘志
徒手在水下摸索的时候摸到了身上还
绑着安全带的驾驶员。很快，一位村民
拿来一把美工刀，在用刀将安全带割
断后，张光昭和刘志一起将驾驶员从
冰水中拽了出来，送上岸急救。

连救出三人后，张光昭和刘志下
身衣服已经被刺骨的冰水浸泡多次，
体力也渐渐不支，但一直未搜到副驾
驶位置的落水人员。此时，消防战士也
赶到了现场接力救援。张光昭、刘志上
岸后，刺骨的寒风中，裤子和棉鞋很快
冻僵冻硬。

消防战士系安全绳下水
破冰救出最后一人

高唐县消防救援大队和中队接到
报警后，两车14人也赶到现场加入到
救援中。到达现场后，董豪和队友接替
下水的派出警员展开施救。

在打开落水轿车后门搜索了一阵
后，董豪没有发现被困人员。在系上安
全绳后，董豪开始在主副驾驶位置搜
寻。最终，在水下找到了被困人员。“副
驾驶位置的被困人员一侧身子在车体
外面，一侧身子在车里面。给救援带来
不少困难。”董豪在队友配合下，最终
破冰救出这名被困人员。

“当时在水底，一下水就感到了刺
骨的冷，但也顾不上了。”董豪说，虽然
很冷，但想的是尽快把人捞出来。

人员全被救出后，被困车内后座
的两人生命体征良好，然而令人遗憾
的是，虽然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还是
没能挽回驾驶座和副驾驶座上两人的
生命。

“救援人员做这些时义无反顾，不
图名不图利，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可
歌可泣的。”聊城市委政法委副书记郭
新华在12日的慰问活动中表示，要把
这种精神广为颂扬，发扬光大，让社会
上更多的人受到鼓舞，在他人需要的
时候，随时伸出援助之手。

极寒天气，载4人轿车掉进水里眼看就要淹没

聊城一群好汉
上演冰河大救援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袁野

路见有人晕倒
帮忙送去医院

1月13日上午，壹点帮
办记者来到山大二院，在保
卫室见到了张广和。张广和
今年53岁，老家在江苏泰
州，现在是山大二院保卫部
干事。说起救人经历，张广
和还有些腼腆：“真的没什
么，也是举手之劳。”

1月7日傍晚，张广和准
备和妻子去泉城路附近买
点东西。“我俩一下车就看
到有两三个人站在路边，地
上还躺着一个小伙子。”张
广和说，他赶紧跑过去蹲下
查看小伙子的情况。“那天
济南非常冷，最低气温都零
下20多摄氏度了，小伙子躺
在地上冻得直哆嗦。”

张广和赶紧把棉衣脱
下盖在小伙子身上。“我当
时穿得多，不怕冷。我想问
问小伙子怎么了，但他没有
办法回答。”张广和说，接着
他就拨打了120。

急救车赶到后，张广和
担心小伙子的安危，就跟着
上了车。“车上医生问这个
小伙子是不是感冒了，他
说了自己的病名，但是说
不清楚。”张广和说，直到
后来为了找小伙子的家
人，从他口袋里的纸条上，
张广和及医生才得知小伙
子得了白血病。

“他常做好事
是我们的榜样”

到医院后，张广和主动
去帮小伙子挂号，因小伙子
孤身一人，就帮他垫了3000
元的医药费。“因为大衣给
那个小伙子了，我和妻子就
没再逛街，天气太冷就先回
家了。”张广和说。

记者给小郭出了主意，
且在壹粉帮助下，小郭终于
联系上了张广和。张广和
说，小郭提出还钱，但他觉
得小伙子太不容易了，不肯
收钱，“谁看了都会帮忙
的”。

当山大二院保安队队
长孙思武在记者这里听到
张广和救人的事后，并没觉
得惊讶。“他经常做好事，前
两天在我们医院附近，有个
爱心饺子馆的房东帮忙开
店，给房客患病的孩子治病
这件事让张广和知道了，他
就主动去帮忙干活，还在经
济上帮他们。”孙思武说，张
广和一直是他们的榜样。

2020年夏天一天晚上，
张广和见医院大厅有个年
轻人躺在地板上休息，就上
前询问。得知这个大学生因
为生病没钱住旅馆，就自己
掏钱给这个大学生和他的
母亲找了一家宾馆，还给他
们买了生活用品。“我在部
队待了十几年，现在又在医
院工作了二十来年，我觉得
我即使退伍了也是军人，军
人就该冲在前。”张广和说。

随后记者也联系上小
郭。“这么冷的天，我要是
晕倒在个没人的地方，后
果不堪设想，有机会我一
定去济南当面谢谢张老
师。”小郭说。

寒冬街头救晕倒小伙
留钱不留名的好人找到了

救人留下3000元医药费

身患重病的27岁小伙子小郭前段时间来济南时
晕倒在街头，幸遇一位好心大哥把他送到医院，给小
郭留下3000元医药费以及一件大衣后就默默离开
了。小郭希望通过壹点帮办记者找到救命恩人。1月
13日，小郭的恩人——— 转业军人张广和终于找到了。

 冒 着

零 下 十 七 八

摄 氏 度 的 低

温，前来救援

的 村 民 、民

警、路人等形

成 了 一 个 长

长 的 队 伍 拖

拽 下 坠 的 轿

车。

（警方提供）

1月12日一早，聊城市委政
法委和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相关
负责人专程赶到高唐看望慰问
一群“好汉”。1月7日在高唐县
尹集镇一起事故中，一辆载有
四人的轿车掉进冰河，眼看就
要被淹没，这群“好汉”义无反
顾伸出援手，甚至在极寒天气
不顾自身危险跳入冰河，上演
合力大营救。

张张广广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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