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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台土告字[2021]027号

经台州市人民政府台供地[2021]40005号批准，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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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二、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法人、自然

人和其他组织均可报名参加（法律法规及有

关政策另有规定的除外），如竞得人为台州湾

新区外的，须在《成交确认书》签订后1个月内

在台州湾新区内按有关规定注册成立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的新公司或将原公司注册地址变

更到台州湾新区。

在台州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公示的

“严重失信名单”企业不得参与竞拍。

竞得人在通过资格审查后，自然资源和规

划部门与企业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台州湾新区管委会与企业签订《企业投

资工业项目“标准地”投资建设合同》。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竞买申请人须办理或持有有效的数

字证书（CA认证），登录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

上交易系统（www.zjgtjy.cn），填报相关信息，

按要求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参加该地块的

网上挂牌出让活动。

五、出让时间安排

1.公告时间：2021年 4月 7日至 2021年 4
月27日。

2. 报名时间：2021 年 4 月 28 日 9：00 至

2021年 5月 7日 16：00（竞买保证金缴纳截止

时间为2021年5月7日16：00）。

3.挂牌时间：挂牌起始时间为 2021年 4
月 28日 9:00，挂牌截止时间为 2021年 5月 10
日9：30。

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以银行系统记录到

账时间为准，其余均以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

上交易系统服务器时间为准。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本公告同时在台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站（www.tzztb.com）及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网站（zrzy.zjtz.gov.cn）上公布。

2. 办理数字证书（CA 认证）服务电话：

400-0878-198；受理单位：杭州天谷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地址：杭州市西湖区西斗门路 3号

天堂软件园D幢19层。

3.咨询电话：

（1）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土地业务问题：0576-88538871
88538873；

规划业务问题：0576-88517653
88851359；

手续办理问题：0576-88685126
88685127；

（2）系统网络技术咨询：400-0878-198
咨询时间：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30-16:30
特此公告

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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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位置

台州湾新区海运

路以东、汇金路以

北地块

1.该宗地为仓储用地“标准地”出让，符合《台州湾集聚区（高新区、绿心度假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台州湾集聚区（高新区、绿心

度假区）工业等用地出让“标准地”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台集发〔2019〕32号）以及《企业投资工业项目“标准地”投资建设合

同》要求。该宗地产业类型及主要指标如下所示：仓储物流；固定资产投资强度≥160万元/亩；亩均税收≥15万元/亩；单位能耗增

加值≥13万元/吨标煤；单位排放增加值≥19433万元/吨。

2.建设项目规划条件详见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设用地规划条件通知书台自然资规条331001202000025号；

3.该宗地块为工业“标准地”出让，请竞买人详细阅读出让文本及附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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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 平文/摄
春暖时节，多种病虫害易发，其中贪食

植物嫩芽、阻碍植物生长又传播病毒的蚜
虫，特别让粮、茶、糖、菜、烟、果、药和树木
等经济植物种植户头疼。而在黄岩区头陀
镇的一处基地里，却有一群人特地种植蚕
豆、黄瓜来饲养蚜虫。

4月2日，记者在浙江省柑橘研究所基
地半山坡上看到 6个特殊的大棚，里面种
着一排排的蚕豆苗，走近细看，几乎每株蚕
豆苗的茎和叶上都爬满密密麻麻的蚜虫，
在放肆地吸食植物汁液。

“这些蚜虫是人工饲养繁育异色瓢虫
的饵料。我们每天会用小刷子将这些蚜虫
收集起来拿到恒温饲养房投喂异色瓢虫，
促使异色瓢虫产卵和周年连续繁殖。之后，
我们把收集的异色瓢虫虫卵制成虫卡提供
给农户投放到田间，孵化出来的瓢虫就可
以帮助农户消灭田间的蚜虫病害。”台州市
农资股份有限公司“天敌工厂”项目经理赵
战马告诉记者。

浙江省柑橘研究所植保研究室工作人
员李朝红介绍，蚜虫是常见的最具破坏性
的害虫之一，常聚生于植株顶端的嫩叶、嫩
茎与花蕾上，刺吸植物的汁液，致使植物营
养失衡，生长受到抑制，严重时整株枯萎死
亡，还可诱发煤污病等病害发生，影响农作
物产量和质量。

“异色瓢虫是蚜虫的重要捕食性天敌。

根据我们实验数据，一只异色瓢虫成虫每
天可以捕食四五十头蚜虫。现在也有很多
农户向我们反映求助，蚜虫抗药性越来越
强，一般农药打不死了。而利用捕食性瓢虫
控制有害蚜虫就是一种有效的生物防治手
段。”李朝红介绍，7年前，浙江省柑橘研究
所植保研究室对异色瓢虫人工繁育进行立
项，克服包括蚜虫寄主植物的种植、饵料蚜
虫的大量繁育、越冬瓢虫的保育等难题，最
终实现全年四季都可人工繁育异色瓢虫。

2020年年底，台州市农资股份有限公
司与浙江省柑橘研究所通过科企合作建立
异色瓢虫工厂化生产区作物防治试验区，
建成全省首家商业化天敌孵化工厂，实现
瓢虫驯化繁殖、虫卵收集包装、田间释放应
用流水线操作。

“目前，我们‘天敌工厂’项目已经从实
验室进入田间应用推广阶段，我们在当地
柑橘、草莓、西（甜）瓜、番茄、黄瓜等果蔬基
地进行过以虫治虫，效果比较明显。”赵战
马介绍，“虫卵 3 天左右就可以孵化出幼
虫，按照一定比例投放，最终可以把害虫数
量控制在较低水平。从目前市场流通情况
来看，生物防治的短期成本略高于化学防
治成本，但投放时人工成本和后期维护成
本相较于农药植保作业便宜，更重要的是
生物防治带来绿色农业效益。”

这段时间，台州市农资股份有限公司
通过“送春耕”等活动推广这项新技术，引
起了不少农户的兴趣，抢鲜体验以虫治虫

生物防治。
三门甜瓜种植大户林美红就是其中一

位“尝鲜者”。连日来，在台州市农资股份有
限公司工作人员指导下，她在 9亩的甜瓜

大棚里分批陆续投放异色瓢虫虫卡。“试下
来，效果是有的，蚜虫真的被吃掉了。现在
大家都关注食品健康问题，能减少农药的
方法，我们也很愿意尝试。”

建成全省首家商业化天敌孵化工厂，绿色防治方式引发农户广泛兴趣

台州“以虫治虫”技术走出实验室

图为异色瓢虫。

本报记者周丽丽文/摄
“今年以来，我们园林机械产品出口

异常旺盛，都来不及赶工。”浙江文信机
电制造有限公司负责外贸出口的工作人
员介绍，疫情拉动了“宅”经济的发展，海
外消费者对庭院、草坪的美化服务需求
上涨，园艺产品出口旺盛。

宅在家中，自己动手除草

天气回暖，草坪返青，各地住宅区、
运动场、公园绿化带的除草工作同样迎
来了关键时期，园艺用品的销售旺季如
期来临。

“往年同期，园艺机电产品订单量就
大，今年的订单量更是暴增。”中非经贸

港副总经理谢丽青介绍，海外疫情反复
拉锯，居家防疫成常态，国外不少消费者
外出社交频率变低，宅家时间延长，有更
充裕的时间用在房屋改建、花园护理之
上。除了打发时间以外，园艺种植、草坪
修剪之类的劳作同样也成为了海外群众
缓解焦虑、释放压力的手段。

“割草机、修剪器、修边机，现下很多
欧美国家的群众对于此类产品的需求很
大。”浙江文信机电制造有限公司负责
外贸出口的工作人员介绍，海外不少人
对娱乐健身、烹饪聚会等室外活动的兴
趣日益浓厚，为了构建一个舒适整洁、具
备美感的庭院空间，“园丁们”开始购买
相关的除草工具，甚至自己动手开始花
园护理和除草工作。

据椒江区喷雾器行业协会预测，今
年海外家庭对草坪和花园用品及设备的
需求已经大大超过对园艺专业人士的服
务需求，“更多的消费者选择自己动手除
草和改造花园，而不是花大金额去雇用
专业的园艺人员。”

利润锐减，企业争做流量经济

家居园艺品类是疫情“宅经济”下出

口增长的最大亮点之一，但是不少企业
也表示，行情好了也有不少烦恼。

“订单较同期增长 10%左右，但是利
润却减少了。”台州市王野机车有限责任
公司副董事长范沙丹表示，自去年下半
年以来，户外机电产品出口订单增长不
少，但是受汇率、集装箱成本等因素影
响，企业海外出口利润大大减少，“现在
很多订单的利润比之前减少了近半，而
且有些订单运输周期拉长，企业对于资
金流转需求更大。”

“从卖家发货到欧洲或者海外仓至
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如果错过了春季
销售旺季，企业会错过不少商机。”路桥
一家喷雾器企业的经销商梁先生介绍，
现在不少园艺机械制造企业都在赶工抢
占市场，“但是，由于集装箱紧缺等问题，
影响企业快速出单。”

“现在不少企业只是为开拓市场，维
护客户需求，在做流量。”谢丽青说，园
艺机电产品是我市出口一大类目，自去
年下半年以来，迎来海外线上需求大爆
发，“海外客户对于我市园艺机电产品需
求大增，为了让相关企业能得到更多的
资金支持，我们也和银行系统合作，为企
业授信提供服务。”

海外疫情带动“宅经济”

我市园艺机械产销两旺

文信机电生产车间文信机电生产车间

本报讯（记者王依妮）4月 2日，市市场监管局（市
知识产权局）发布3月台州市消费满意度指数，其综合
指数为 83，与上一调查周期相同，市场消费环境等级
为“良”。

期间，被重点监测的六个商品和服务类别消费满
意度指数呈现“三升二平一降”。具体表现为，汽车、服
装商品和服务以及餐饮服务的消费满意度指数有所
上升，食品、手机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满意度指数与2月
份持平，家电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满意度指数下降 3个
百分点，市场消费环境等级为良。值得一提的是，自 2
月以来，服装商品和服务以及餐饮服务的市场消费环
境停留在“一般”等级，其余商品和服务的市场消费环
境等级均为“良”。

3月份，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受理消费者投
诉 1170件，举报 533件。其中，食品(餐饮服务)类消费
投诉热点为商家出售的鸡爪过期、蛋黄酥发霉等质量
问题，或餐饮店存在卫生差、食材变质等情况。

服装鞋类主要投诉羽绒服跑毛、衬衫面料勾丝，
鞋面皮质剥落、鞋底脱落、鞋脱胶等质量问题。

汽车类投诉集中在汽车在保修期内出现烧机油、
天窗漏水、刹车故障等质量问题。

通讯产品类以“三包”期内手机摄像头无法使用、
无信号、屏幕故障等质量问题，或翻新机作为新机出
售等问题为投诉热点。

家用电器类投诉了电脑蓝屏、微波炉不制热、洗
衣机晃动严重等质量问题，或翻新冰柜作为原装新冰
柜出售的情况。

上月台州市消费
满意度指数出炉

本报讯（通讯员江文辉）“这台农机真时髦，全程
不需驾驶员坐在驾驶室，而且耕田速度快得惊人，翻
土精度也值得夸赞。”4月7日，在温岭市箬横镇东浦农
场11大队种粮大户朱国聪的承包田里，一辆无人驾驶
拖拉机响起隆隆的机器声，正沿着田垄来回作业，吸
引了数十名农户驻足围观。

技术服务人员介绍，这台FJ1004无人驾驶轮式拖
拉机，内装有无人驾驶系统。该系统通过非接触式传
感器，将导航与定位相结合，实现高精度的农用自动
驾驶。“驾驶室里空无一人，方向盘能自动调整前进、
倒退方向，所控制的拖拉机轮印都是笔直的，耕田的
犁耙深浅度也是一致的。”

作为融合信息化技术的现代农机装备，无人驾驶
拖拉机以其数字化、智能化和网联化技术，全方位展
示自动启动、操作农具、动态障碍自动避让等一系列

“独门绝技”，不仅能大大提高耕种作业质量和工作效
率，而且作业质量精度高，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
种子利用率，克服了传统人工耕田所带来的平整度不
一的难题。

朱国聪说：“以前拖拉机农田作业靠司机去驾驶，
劳动强度大、生产成本也高，现在这一问题不光能解
决，还能实现平整田地一体化、作业质量标准化。”

据了解，近年来，该镇紧紧围绕加速推进农业生
产高质量发展这一目标，大力鼓励农业生产“机器换
人”，通过开启“智慧春耕”新征程为抓手，进一步加大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力度，着力提升农机装备水平、作
业水平、安全水平和管理水平，积极引进无人驾驶拖
拉机等一系列新型农机具，让农田耕作、收获更轻松
便利、更富有实效。

开启“智慧春耕”新征程

箬横：无人驾驶
拖拉机进田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