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号 出让人 土地坐落
出让面
积(m2)

规划
用途

出让
年限

规划条件
起始价
(万元)

竞买保证
金(万元)

加价幅
度(万元)

其他使
用条件

临沭
2021-
J009号

临沭县青
云镇腾马

村

临沭县青云镇腾马村村
西，长深高速连接线路南，
四至均为腾马村水浇地

2616
商服
用地

40年
容积率≤1 . 2，建
筑密度≤45%，绿
地率不小于25%

239 . 8872 239 . 8872 5

临沭
2021-
J010号

临沭县郑
山街道徐
埠前村

临沭县郑山街道徐埠前
村，四至均为徐埠前村水

浇地
1464

工业
用地

50年
容积率≥1 . 0，建
筑密度≥35%，绿
地率不大于15%

44 . 2128 44 . 2128 2

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不
低于120万元/亩，亩均税收
不低于15万元/亩，单位排
放量增加值不低于384万元
/吨，单位能耗增加值不低

于4 . 2万元/吨标准煤。

临沭
2021-
J012号

临沭县郑
山街道寨
和 社 区
(寨东村)

临沭县郑山街道寨和社区
(寨东村)东南部，东至前
寨东村土地，西至临沂铭
品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用
地，北至前寨东村土地，南

至兴大西街。

9527
工业
用地

50年
容积率≥1 . 0，建
筑密度≥35%，绿
地率不大于15%

287 . 7154 287 . 7154 5

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不
低于180万元/亩，亩均税收
不低于17万元/亩，单位排
放量增加值不低于274万元
/吨，单位能耗增加值不低

于0 . 7万元/吨标准煤。

临沭县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临沭县人民政府批准,出让人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3宗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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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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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宗地具体情
况详见出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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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规政策等另有规定及列入临沭
县土地市场诚信体系黑名单的
外，均可申请参加，可单独申
请，也可联合申请。

三、申请与登记
本次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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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交易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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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人工审核。网上
交易不接受除网上竞买申请以外
其他方式的申请。

申请人提交竞买申请并冻结
竞买保证金的时间为2021年4月3
日上午9时至2021年5月7日下午4
时，逾期不予受理。竞买人模式
下实行“一竞买人一地块一子账
号”，竞买人每次竞买土地时必
须重新生成子账号，不能使用以
前生成的子账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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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上午9时至2021年
5月8日下午4时。挂牌时间截止
时，交易系统将询问有报价的竞
买人是否愿意继续竞价，有竞买
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无需缴
纳差价保证金询问期结束后直接
进入网上限时竞价(中间没有时
间间隔)，如遇特殊情况会在临
沂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公告择
期进行人工现场竞价，通过竞价
确定竞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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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竞买人与有关银
行及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联系。

六、关于限时竞价
参加限时竞价的竞买人在询

问期结束时使用自备电脑登录交
易系统参加限时竞价。为保证网
上限时竞价的顺利进行，请按照
《土地竞买人操作手册》要求设
置网络环境。(《操作手册》在

临沂市公共资源交易网“资料下
载”专栏，请认真阅读)。

限时竞价过程中，如出现网
络波动、竞价页面卡顿等故障情
况，将会暂停限时竞价程序，故
障排除后，限时竞价程序恢复。
因发生断网、系统故障等无法处
理的情况导致限时竞价异常结束
的，将发布公告对本次限时竞价
活动结果进行认定，认定竞价结
果无效的，将择期重新组织该宗
地的竞价活动。

限时竞价过程中各竞买人在
交易系统中的操作会自动记录在
系统日志之中，整个交易过程以
系统日志记录的数据为准。为防
止竞买过程中网络不稳定导致竞
价异常，请各竞买人尽量在规定
时限最后1分钟前提交竞价，否
则后果自负。

七、本次集体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的事项如有变更，将
发布变更公告，届时以变更公告
为准。

八、出让宗地现场踏勘时间
申请人自行踏勘现场。
临沂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址：http：//ggzyjy.linyi.gov.cn/
linyi/

临沭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
址：http://www.lsgtzy.gov.cn/

临沭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址：http://ggzyjy.linyi.gov.cn/
linshu/

临沭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地
址：临沭县城沭新东街32号

咨询电话：0539-6219326
联系人：张卫华

临沭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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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2号线多个站点出入口被单车堵满
专家建议：地铁穿越人口密集老城区，应尽早设置接驳停车区域

初期运营已十多天的济南地铁2号线人气很高，不过近日有网友反映，刚过去的清明
小长假，大量共享单车和非机动车“直怼”2号线多个站点出入口，严重影响乘车和周边出
行，专家建议2号线地铁穿越人口密集的老城区，应尽早设置接驳停车配套。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林媛媛

网友反映：
地铁2号线生产路站
大量单车“直怼”出入口

清明小长假期间，济南地铁2号线迎来
首个出行高峰。但一并到来的，还有堵在沿线
多个站点出入口的大量共享单车和非机动
车。

4月5日，有多个网友发布了2号线生产
路站、北园站等站点出入口短视频。视频显
示，生产路D出入口被几百辆各类共享单车
环抱围满，出入口前生产路人行道均停满共
享单车。该出入口旁商家门前的一处人行道
上，地面施划的共享单车停车位远已不够用，
共享单车和非机动车层层叠叠、密密麻麻堆
在一起，仅有非机动车道留下一部分通行空
间。从视频上看，行人和非机动车都很难在其
中穿行。

有市民评论称，地铁带来大量人流，应该
充分考虑非机动车换乘，配建非机动停车场
或划定更多共享单车停车区域。

现场探访：
站点周边缺乏有效管理
七里堡站出入口仍被挡

4月6日上午11时，记者来到济南地铁2
号线七里堡站、历山路站、北园站和生产路站
进行探访。

上午11时，2号线北园站B出入口外，记
者看到，视频中北园大街路南非机动车道出
现的大量单车已消失大半，现场多家共享单
车的工作人员正在回收车辆，3辆三轮摩托
上堆满了单车。记者发现，该处地面并未施划
共享单车公共停车位，但仍有市民将单车、电
动车停放在人行道上。

站点旁商店的店家李先生说，假期骑单

车来换乘地铁的乘客大量增加，单车多到直
接爆满，从站点出入口到店铺门前，几十米的
距离，全部停满单车。“人行道和通往居民区
的通道全被单车堵上，完全无法行车。”李先
生说。

中午12点左右，记者在生产路D出入口
看到，视频中围堵着出入口的共享单车已经
不见，出入口通道以外，生产路的非机动车道
上已无共享单车，但紧挨出入口两侧的人行
道、出入口后方的空地仍停满单车。

“电瓶车都没法过，更不用说其他的了。
这两天我们9点上班，门口全都停得满满的，
出不了也进不了，单车成堆成堆的，不同的共
享单车全堵在这里。”靠近生产路站D出入口
一家商店店主冯女士说，2号线确实给市民
带来了方便，但是给她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下午1点左右，记者在七里堡站靠近二
环东路的B出口前，也是被单车挡住一半。单
车甚至占据了附近人行道上的盲道。

记者在历山路站B出入口看到，南侧人
行道上停放了大量电动车和部分共享单车，
占用了约三分之二的人行道。

记者在北园站探访时，一名停放单车的
市民表示，自己也不想乱停，但他在站点附近
没找到自行车停放区域，无奈只能随意停在
路边。

记者探访的4处站点均位于济南老城
区，人流车流量较大。地铁2号线运营后，站
点出入口吸引了大量人流，其中很多人乘坐
共享单车或电动车、自行车前来换乘。但记者
发现，地铁出入口旁的非机动车停车区域并
未同步增加。

此外，地铁站点周边的非机动车停车同
样缺乏有效管理。记者注意到，七里堡、生产
路、历山路站的上述出入口前仅立起了“消防
通道禁止停车”或“禁止停车”的牌子，但记者
探访时出入口前并无工作人员引导，也未见
有工作人员维持出入口秩序。“昨天还有地铁
工作人员专门引导，但效果不大。”店家冯女
士说。

地铁作为大运量公共交通工具，济南地铁2号线又穿越了济南最具烟火气
的老城区，在山东大学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主任张汝华看来，2号线在规划设
计之初就应该考虑到大客流情况下的应对问题，还应该解决好与其他交通形式
的接驳问题。

“现在出现这种情况，和在建地铁时过多考虑如何修建，没有系统考虑地铁运营
时，如何与城市配套设施结合有关。如果这个问题不充分考虑，不去很好地解决，方
便老城区的地铁很可能变成给老城区添堵。”张汝华说，目前2号线客流还远没有达
到运营成熟阶段流量，已经出现非机动车接驳没地方停放的问题，不太应该。

张汝华认为，济南地铁目前仍需要解决“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问题，需要完善
地铁与公交、地铁与非机动车等公共交通工具的接驳问题，尽快增加停车配套，
减少对老城区交通秩序、市容市貌的影响，如受空间限制，可考虑发展立体式非
机动车停车场。

“最后一公里”接驳停车应有系统配套

专家意见

6日，济南地铁2号线七里堡站B出口，部分非机动车挡住了一半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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