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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郑山街道华南社区，宗地四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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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50 文化设施用地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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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率≥25%,限高24米
555 . 72 19 555 . 72

临沭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沭自然资规告字[2021]05号

经临沭县人民政府批准，临沭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挂牌出让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就有关出让事项公告如下下：
一、出让宗地基本情况和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备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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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申请人竞买资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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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单独申请，也可联合申请。

三、竞买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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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后登录临沂市公共
资源电子交易系统获取出让文件，
并按出让文件要求和系统提示填写
竞买申请书。

申请人拟在竞得土地后成立新
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须在申请书
中予以说明，并明确新公司的出资
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

四、竞买保证金缴纳及报价时
间

申请人缴纳竞买保证金的时间
为2021年4月7日上午9时至2021年5
月6日上午9时，逾期不予受理。

申请人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并
经交易系统确认后，方为具有报价
资格的竞买人，可在挂牌期内进行
报价。

五、挂牌时间、竞价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实行网上交易(不接受其他方
式的申请)，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
竞得人。挂牌时间为2021年4月26日
上午9时至2021年5月8日上午9时。

挂牌时间截止时，如有多个竞
买人报价，交易系统将转入询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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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期结束后直接进行网上限
时竞价(如确有特殊原因致使无法

直接进入网上限时竞价的，将在临
沂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公告，择
期进行)，确定竞得人。

六、资格审查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挂牌出让实行竞买资格后置审查制
度，竞得人应在网上交易系统向其
发出《成交通知书》后3个工作日内，
持下列材料到临沭县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进行资格审查：

1 .竞买申请书(自行登录系统
下载打印并加盖印章)；

2 .竞买资格确认书(自行登录
系统下载打印并加盖印章)；

3 .成交通知书(自行登录系统
下载打印并加盖印章)；

4 .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
5 .出价记录；
6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7 .授权委托书；
8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身份

证及复印件；
9 .出让文件规定的其他材料。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申请人应详细了解本次网

上挂牌出让地块现状及所列条件，
提交竞买申请即视同对本次网上挂
牌出让地块现状及所列条件无异议
并全面接受。

(二)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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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一)申请人请在网页提示下使

用网上交易系统，并慎重上传需提
交的资料。如上传虚假或与竞买申
请无关的资料扰乱网上交易活动
的，申请人将被列入临沂市土地市
场诚信体系黑名单。

(二)竞得人在网上交易系统向
其发出《成交通知书》后3个工作日
内按照资格审查的要求提供有关材

料。土地竞得人不按上述要求提供
材料或提交虚假材料的，资格审核
通过后应签订《成交确认书》而不签
订的，撤销竞买资格，没收20%的竞
买保证金 (最高不超过起始价的
20%)，竞得结果无效，该宗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重新挂牌出让。

(三)参加限时竞价的竞买人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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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
指南”专栏，请认真阅读)。

九、联系方式
临沭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地址：临沭县沭新东街32号
咨询电话：0539-6219068
联系人：王绍刚
临沂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地址：北城新区北京路8号
咨询电话：0539-8770108
联系人：张少鹏
临沂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技术

支持
电话：0539-8770063

临沭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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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宗兆洋

记者调查>>
摄像头可伪装成螺丝钉
安好后肉眼无法识别

一些偷拍事件爆出后，电商平台
已对微型摄像头的上架进行了准入把
控。4月7日，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摄
像头偷拍”“微型摄像头”“迷你摄像
头”等关键词时，均无法显示结果。但
搜索“偷拍”“微型”等关键词，仍可以
搜到百款微型摄像头。

在商品的介绍页面，更是标注有
“1cm超小镜头”“不插电、待机1年”
“不限地点安装”“镜头随意扭转”“不
亮灯、不吭声”等内容。

“无需网络、免插电、免布线、静默
录像、夜视不发光、超长待机……”几
乎每一个宣传词暗示意味都很浓。面
对记者的咨询，有的卖家还提示将“保
密发货”。

在网络上搜索关键字后，第一列
一个名称为精密科技的网页引起了记
者的注意。该网站公然售卖各种样式
的伪装针孔摄像机，记者添加客服微
信后，对方发来一个“螺丝钉”样式的
针孔摄像头图片，报价880元。

网站介绍显示，这些摄像头可以
安装在一些常见的家用电器和常用物
件上，如插排插座、充电宝、打火机、剃
须刀，钢笔、纸巾盒等。

根据对方提供的照片和视频，摄
像头不到1厘米，隐蔽性非常强，安好
后用肉眼根本无法看到。

“你需要安装在什么东西上，你告
诉我，我就能给你安上，货到付款。”卖
家表示，摄像头安装简单，绑定手机软
件后，可随时拍摄，实时观看。

卖家推销>>
现在不买会越来越贵

“神奇套装”可置于鞋内

此外，记者发现，一些社交软件比
如朋友圈等也成为偷拍设备的地下交
易渠道。通过搜索相关关键词就能轻
易找到卖家。

有卖家声称，现在不买，价格会越
来越贵，“现在国内查得越来越严，前
几年都是一二百元，现在卖七八百元，
过两天我们可能就卖到上千元。现在
一般卖到国外。”

一 名 卖 家 向 记 者 推 荐 了“ 套
装”——— 一套安装在运动鞋内的偷拍
设备。运动鞋从外观来看，就是一双普
通款式的品牌跑步鞋。卖家称，在右脚
鞋尖装上了针孔摄像头，鞋子里还有
集合在一起的模块、电池、信号发射
器。卖家称，可以清晰地拍摄鞋子上方
的画面，而且鞋子内置了Wi－Fi和存

储功能，可以用手机App实时查看和
存储视频。

另外的一种“装备”就是帽子，帽
子也是某运动品牌的普通款式，同样
装有摄像头，鞋子的码数可以定制，售
价是1500元。卖家还发来演示图片，在
演示图片中，偷拍者用鞋偷拍女性裙
底，用帽子拍摄女性上半身。可能是记
者的问题引起了卖家的警觉，对方随
后撤回图片，并要求记者删除记录，声
称需要重新加另一个账号聊天。

律师说法>>
若发生相关犯罪事件
销售者与平台也要担责

记者随后就此事咨询了山东千舜
律师事务所邱洪奇律师，他表示，若发
生相关犯罪事件，销售者与平台可被
视为为犯罪活动提供帮助，与犯罪行
为人构成共同犯罪，依法承担相应刑
事责任。根据电子商务法，电商平台经
营者发现平台内的商品或者服务信息
存在违法违规情形的，应当依法采取
必要的处置措施，并向有关主管部门
报告，否则将承担连带责任。

根据2015年起实施的《禁止非法
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和

“伪基站”设备的规定》，明确禁止自然
人、法人及其他组织非法生产、销售、
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根据规定，
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具有无线发射功能；二是装备
微型针孔式摄像装置以及使用微型
针孔式摄像装置；三是利用搭接、感
应等方式获取图像信息；四是可遥
控照相、摄像器件或者电子设备中的
照相、摄像功能，获取相关图像信息，
且无明显提示。

邱洪奇指出，非法销售窃听、窃照
专用器材，不仅侵害社会管理秩序，而
且器材流入社会被用于偷拍也会严重
侵犯公民的个人隐私。该行为被国家
明令禁止，一经发现，将由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责令商户停止销售并处以罚
款，构成犯罪的还将被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按照刑法的规定，非法生产、销售
窃听窃照专用器材构成犯罪，处3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单处
罚金；如果情节严重，处3年以上7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处或单处罚金。

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如僧
曾建议，对相关设备进行分类管理。对
于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应根据相关规
定对违法行为进行打击；对于既可用
于窃听窃照、也有其合法用途的器材，
考虑到其在现实中有相当高的频率被
用于窃听窃照，建议将其视为特殊设
备，由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对其生
产、销售、使用进行动态监管，对这类
设备的购买，可以采取实名登记等方
式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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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插排插座、充电宝、打火机、剃须刀、钢笔、纸巾
盒……其实内藏各种伪装的摄像头！日前在对偷拍事件的调
查采访中，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发现，用于偷拍的摄像头
很轻易就能买到，而且功能齐全、隐蔽性极强，最小的摄像头
甚至伪装成螺丝钉。不少卖家声称，可以进行私人订制，将摄
像头安装在客户指定的物品上。

反窃密专家告诉记者，“偷窥运动鞋”就是安装的这类摄像头。

做成USB插头形状的一款微型摄像头。

纸巾盒、插座里面都暗藏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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