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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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6号

经台州市人民政府台供地[2021]40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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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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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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湾新区规划

道路南侧、海虹大

道以西地块

1.该宗地为工业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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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强度≥337.5万元/亩；亩均

税收≥32.8万元/亩；单位能耗增加值≥5.7万元/吨标煤；单位排放增加值≥9997万元/吨；亩均增加值≥148万元／亩；全员劳动生

产率≥21.8万元/人·年；R&D经费支出与主营收入之比≥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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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001202100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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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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李一鎏）“找到亲人温暖人心，人
民卫士一心为民。”4月5日，仙居县公安局田市派出
所收到了杨某娇及其家人从江西寄来的锦旗，其弟
弟通过微信再次表示感谢。

3月中旬，田市辖区的柯某某来田市派出所的户
政大厅，询问如何上户口。经民警了解，原来十几年
前他在上张附近遇到一名有精神病病史的妇女，因
当时未娶妻便将其留在家中一起生活，取名为柯某
娇。柯某娇身体不好，医疗费成了一笔不少的负担，
因此他想通过办理户口申请医保来减轻负担。

户籍民警告诉他要将柯某娇本人带来调查清楚
后才能办理。过了两天，柯某某将柯某娇带到派出
所，户籍民警将她叫到办公室单独询问。经过近两个
小时的询问，柯某娇说出来爸爸、姐姐、弟弟的名字
以及自己是江西人的信息。

户籍民警将柯某娇的基本信息及照片传送给仙
居县公安局情指中心。情指中心通过网上作战查询，
找到了柯某娇的弟弟杨某龙，并迅速和江西当地警
方取得联系，核查相关信息。

随后，柯某娇的父亲、姐姐和弟弟来到仙居，通
过亲子鉴定，确认了柯某娇与其父亲杨某发的父女
关系。因恢复户口的需要，柯某娇于3月26日同其父
亲等人一起回到了江西老家。

据了解，柯某娇原名杨某娇，2000年前后，跟着江西
老乡来到温岭、天台等地打工，后与家人失去联系。因多
年未与家人联系，家人便申请将她的户口予以注销。

女子走失二十年
民警帮其找到家人

本报记者谷尚辉

据台州高速交警支队统计，清明小长
假期间，台州境内高速车流量超 78万辆，
较平时翻番。不过台州境内高速事故数量
较前两年同期明显减少。

车流量最大的是甬台温高速台州段，
总流量达 20多万辆，日均车流量近 6.5万
辆，其中峰值出现在假期首日，达到了 7.6
万辆，有较长距离的排队缓行。

假期首日（4月3日），大流量主要集中
在沈海高速往温州方向猫狸岭隧道群后方、
温州方向黄土岭隧道后方路段，当天双向猫
狸岭、黄土岭的流量为5.2万辆、5.9万辆，较

假期前一日分别增长21.31%、28.64%。
当天上午 8时许，沈海高速往温州方

向吴岙后方路段就出现排队缓行的情况，
最长达2.5公里。持续到11时许，该路段才
恢复正常通行。

到了11时50分许，甬台温高速往温州
方向黄土岭隧道后方因大流量缓行，温州
方向临海南出口实施间断性分流，临海南
双向进口关闭。

4 月 5 日是假期最后一天，沈海高速
往宁波方向猫狸岭隧道群后方、黄土岭隧
道后方路段均出现排队缓行的情况。当
日，沈海高速双向猫狸岭隧道车流量为
5.6万辆、沈海高速双向黄土岭隧道流量

为6.36万辆。
车多、事故多。除了大流量外，高速公

路上不时出现的各种事故也是致使道路拥
堵的重要原因。

假期三天，台州高速交警共接警 1562
起，施救接警 326起，共发生交通事故 91
起，类型主要以追尾事故为主。

台州高速交警介绍，高速公路车流量
较大、客货混合相互干扰，加上一些驾驶员
未保持安全车距、随意变道加塞等行车陋
习，增加了事故发生的概率。

不过，尽管车流量大，台州境内高速事
故数量较前两年同期明显减少，即便是受
疫情影响，去年清明小长假期间也发生事

故100多起。
“假期来临前，我们就加大了道路交通

安全的宣传，大家的交通安全意识在提高，
比如事故快速撤离、保持安全车距、不随意
变道等等。”台州高速交警支队民警表示，
为了应对假期出行高峰，他们也提前研判，
在节日期间易拥堵路面加派警力，科学布
岗，确保事故发生后迅速处置；同时，他们
还加强和相关道路管理部门联勤联动，协
同作战，提高了处置效率。

此外，高速交警支队还利用网络平台，
实时发布辖区道路通行情况，使广大交通
参与者提前选择出行线路，避免发生因信
息闭塞造成长时间、大面积拥堵。

清明期间，台州高速事故量同比明显减少
本报讯（通讯员何伟峰 张 洁）外表看是一辆普

通面包车，里面竟藏了一座“加油站”。4月2日上午11
时25分，玉环楚门交警巡逻至楚门筠岗公墓边路段
时，发现一辆面包车横向停放，正在给一辆铲车加油。

交警走近面包车时，一股刺鼻的柴油味扑面而
来，原本核载7人的面包车，只保留了驾驶座和副驾
驶座，后排座椅被全部拆除，车内油箱、油泵、加油
枪、油表计量器等加油设备一应俱全，俨然就是移动
的微型加油站。

当交警要求驾驶员出示行驶证和驾驶证，驾驶员
却无法提供。经询问，驾驶员应某为赚钱，动起了“歪脑
筋”，将自己的面包车进行改装，专门为货车、工程车进
行加油。车子只在楚门范围内活动，已有一段时间。

交警依法将该车扣留，责令其恢复原状。目前，应
某一案已移交玉环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做进一步处理。

交警提醒，非法改装车辆私自运输、销售汽柴油
不仅违法，而且是非常危险的行为，一旦发生事故或
遇到明火，后果将不堪设想。广大车主要自觉抵制这
种违法行为，发现有类似情况，及时拨打110举报。

玉环查获一辆
非法改装“加油车”

为进一步开展党史教育，锤炼干警党性修养，4
月6日，天台县人民法院组织党员干警在街头镇后
岸村党建广场，面对庄严的党旗重温入党誓言。

本报通讯员张梦瑶摄

重温入党誓言重温入党誓言

本报讯（记者李筱筱）民以食为天，食
以安为先，食品安全不仅需要政府监管部
门“给力”，也需全社会联治共筑“篱笆”。4
月 7日，椒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首批
餐饮食品安全志愿者、椒江区餐饮协会会
员、商场管理人员（以下简称商管）和餐饮
店业主代表共计 20人，兵分四组，分别对
青悦城商圈内的小吃、中餐、西餐、饮品等
餐饮店，开展自治检查。

“店内有健康证、消毒记录，但进货台
账漏登记2样。”餐饮食品安全志愿者王丽
霞把自己负责的检查项目与“椒江区商圈
食品安全管理检查评分表”一一核对，并现
场打分、拍照取证。

“检查前有培训，检查中各有分工，有
检查卫生的、生熟分类的……”王丽霞说，
自己是浙江何野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管
理人员，此次检查于她而言是一次很好的
学习机会，可以取长补短。

据悉，椒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前期
共招募了 18 名餐饮食品安全志愿者，年
龄区间为 21 岁至 40 岁，有老师、银行职
员、药企员工和餐饮业从业人员等。此次

参与检查的 4 名志愿者都是餐饮业从业
人员。

“评分完毕后，我们会把排名结果公示
在每个餐饮店门口，便于就餐市民查看。”
椒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科科长刘超群
说。记者看到，公示栏头写有“数字餐饮共
治管理公示栏”字样，左侧写有“共管共
治”，下方将附上排名结果，右侧写有“扫码
知食安”，下方附有二维码和餐饮店名，扫
二维码可查看厨房的现场画面及商家的其
他相关信息。

荣小馆青悦城店店长曹景表示，此方
式可促进餐饮店良性竞争，提高食品安全
意识，让消费者消费得更加放心。

刘超群介绍，今年椒江计划创建 3个
“数字餐饮”共治管理示范街区（综合
体），分别是万达商场、青悦城和康平美
食街。“我们将通过政府引导、商场自治
共管、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商圈自治方
式，倒逼餐饮行业整体规范提升，守护

‘舌尖上的安全’。”
据悉，商圈自治，就是通过商场主体成

立一个由商管、所有餐饮店业主组成的自
治委员会，共同制定自治公约。每月将邀请
餐饮协会、志愿者、商管、餐饮店代表、市场
监管部门人员组成检查小组，对商场内的
全部餐饮店开展一次自治检查，公示检查
排名。

今年将创建3个“数字餐饮”共治管理示范街区

椒江：首批餐饮食品安全志愿者“上岗”

本报讯（通讯员许智强 厉莹盈）“你这
个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项目，目前还只停
留在谋划阶段，具体实施计划是怎么安排
的?”“你们村被确定为党建后进村，目前整
转进度还较慢，你作为主要负责人有何打
算？”近日，一场“鲜辣”十足的村干部“季度

赶考”在天台县白鹤镇火热开幕。
据悉，台州市大力开展“头雁领航·千村

提升”活动，通过月述、季评、年定方式，不断
提升村干部综合素质。白鹤镇打破传统考核
模式，以“述职考评+现场拷问”的形式，开展
村党组织书记第一季度述职考评会，通过抽

签分组、现场述职、揭短拷问、点评亮分等环
节，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又揭短亮丑，让村干
部们集中亮亮相、红红脸、出出汗。

“这次述职考评考官们的提问很犀利，
如果不实实在在地干些实事，不仅仅是面
红耳赤下不了台，更是不好向村民们交

代。”刚结束考评的皇都村党总支书记陈涛
挠了挠后脑勺说，这次“考试”暴露出来的
问题不少，接下去更要撸起袖子加油干。

“村级党员干部是基层治理的重要抓
手，为了避免‘一述了之’的弊端，真正做到
给干部‘加压’，给发展助力，我们这次党组
织书记述职特设置了现场拷问环节。”白鹤
镇党委书记徐威介绍，接下来，将持续开展
述职考评工作，倒逼村干部苦干快干。

白鹤：村干部“考”出“辣”滋味

本报讯（通讯员翟雅璐 胡诗佳）“没
想到为图一时方便随手一丢，一顿火锅没
了。”近日，椒江区学院路某理发店店主周
先生后悔不已。

原来前两天，椒江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葭沚中队执法人员巡逻至学院路时，远远
看到人行道上堆放着一大堆杂物，上前细
看发现该堆物品均为生活垃圾，其中有大
量包装袋、报纸、塑料泡沫、小纸盒等。

“经现场查看，该处垃圾占地面积约为
两平方米，我们一边对现场进行拍照取证
固定证据，一边忍臭在垃圾堆中寻找有关
违法行为人的线索。”葭沚中队执法队员

说，最终在现场的一个包装袋上，发现一个
写有地址但收件人姓名、电话都被撕毁的
快递单，随后顺藤摸瓜找到了周先生。

据悉，该当事人在被执法人员带到现
场后，起初对自己的行为不以为然，还表示

“只是一件小事而已”。对于当事人的这种
不当认知，执法人员耐心地进行批评教育，
并告知乱扔垃圾不仅是不文明的行为，也
是违法行为。根据《台州市城市市容和环境
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对其处
以200元罚款并责令当场改正。最终，当事
人认识到了自身的错误，并表示愿意接受
行政处罚，保证今后不会再犯。

垃圾随手丢 罚单“找上门”

今年以来，随着“一盔一带”的持续管理，市民的安全意识不断增强，但戴头盔不规范现象依
然存在。图为近日，临海交警在巡逻中指导一名老人正确佩戴头盔。本报通讯员金林伟 丁晓飞摄

安全从安全从““头头””开始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