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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
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竞买申
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但法律
法规或出让文件有特殊规定的除外。

三、申请参加本公告多宗土地竞买的，
竞买保证金须按竞买宗地对应金额足额缴
纳。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
政府设有拍卖出让底价，采用增价拍卖方式
竞价，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
实行网上报名，竞买申请人须在达州市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网（http://www.dzggzy.cn）
查阅网上操作指南，完成用户注册、网上报名
等。

已完成用户注册的竞买申请人须在
2019年10月28日17:00时之前经达州市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网（http://www.dzggzy.cn）
通过系统提交竞买申请。通过指定账户缴纳
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 2019 年10月
28日 17:00时。

已提交申请的竞买申请人须在资格审查
当日（2019 年10月29日）8:30时之前将竞买
申请文件原件现场提交至达州市公共资源交
易服务中心 205 室，未按时提交原件的视

为自行放弃竞买资格。
通过竞买资格审查的竞买申请人须在

2019 年10月29日10:30时前自行通过达州
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网（http://www.
dzggzy.cn）打印竞买资格确认书并带到拍
卖现场(打印时间可能因资格审查而延迟)。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会定
于2019 年10月29日10:30时在达州市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开标2厅举行(拍卖会时间
可能因资格审查而延迟)。

七、凡参与竞买的申请人须对本出让公
告、出让文件、宗地详情全面了解、完全接受、
不持异议，须有一次或一次以上的报价，报价
规则详见拍卖出让须知。本次拍卖出让不接
受邮寄竞买申请。

八、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拍卖出让文件
（拍卖出让文件可在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网（http://www.dzggzy.cn）下载），并以
拍卖出让文件中各相关职能部门或主管单位
出具的文书为准。公告发布后可能出现延
期、中止、终止等变更情况，为保障各竞买人
顺利参加本次拍卖活动，敬请各竞买人在交
易开始前随时关注查阅相关公告信息。

九、竞买保证金缴纳指定账户
工商银行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达州市

分行海棠湾支行
户名：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交

易专户
账号：系统自动生成
建设银行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达州荷叶支行
户名：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交

易专户
账号：系统自动生成
农业银行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达州通

川支行
户名：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交

易专户
账号：系统自动生成
十、联系方式
出让人：达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地址：四川省达州市经开长田新区

政务中心904办公室
联系电话：0818- 3199019

拍卖人：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联系地址：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金兰路

永祥街68号
联系电话: 0818-2183355

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2019年10月8日

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DSTJ(P)〔2019〕1号

序号

1

地块
编号

经开区长田
新区Ⅱ号地块

土地
位置

达州经开区
长田新区

土地
出让面积(㎡）

94454.7㎡
（141.6821亩）

土地
用途

住宅
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Ⅱ-a地块：F≤
1.5；Ⅱ-b地块：

F≤2.5

建筑
密度

Ⅱ-a地块：B≤
32%；Ⅱ-b地块：

B≤25%

绿地率

Ⅱ-a地块：G≥
35%；Ⅱ-b地块：

G≥40%

建筑
限高

Ⅱ-a地块：HL≤40
米且地块内建筑
顶部绝对高不超
过410米（经开区
政务中心顶部高
程）；Ⅱ-b地块：

HL≤60米

其他规划
指标

详见《达
经住建函
【2019】91

号》、
[2019]157

号

出让
年限

商业40年、
住宅70年

起拍价

165万元/亩

增价
幅度

5万元/亩
或5万元/
亩的整倍

数

竞买
保证金

（万元人民币）

15100

经达州市人民政府批准，达州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决定以拍卖方式出让经开区长田新
区Ⅱ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达州市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受出让人委托对以上地
块组织拍卖。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
要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
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竞买申
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但法律
法规或出让文件有特殊规定的除外。

三、申请参加本公告多宗土地竞买的，竞
买保证金须按竞买宗地对应金额足额缴纳。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
政府设有拍卖出让底价，采用增价拍卖方式
竞价，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实
行网上报名，竞买申请人须在达州市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网（http://www.dzggzy.cn）查阅
网上操作指南，完成用户注册、网上报名等。

已完成用户注册的竞买申请人须在2019年
10月28日17:00时之前经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
服务网（http://www.dzggzy.cn）通过系统提
交竞买申请。通过指定账户缴纳竞买保证金，到
账截止时间为2019年10月28日17:00时。

已提交申请的竞买申请人须在资格审查
当日（2019 年10月29日）8:30时之前将竞买
申请文件原件现场提交至达州市公共资源交
易服务中心 205 室，未按时提交原件的视
为自行放弃竞买资格。

通过竞买资格审查的竞买申请人须在

2019 年10月29日10:30时前自行通过达州
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网（http://www.
dzggzy.cn）打印竞买资格确认书并带到拍
卖现场(打印时间可能因资格审查而延迟)。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会定
于2019 年10月29日11:00时在达州市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开标2厅举行(拍卖会时间
可能因资格审查而延迟)。

七、凡参与竞买的申请人须对本出让公
告、出让文件、宗地详情全面了解、完全接受、
不持异议，须有一次或一次以上的报价，报价
规则详见拍卖出让须知。本次拍卖出让不接
受邮寄竞买申请。

八、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拍卖出让文件
（拍卖出让文件可在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网（http://www.dzggzy.cn）下载），并以
拍卖出让文件中各相关职能部门或主管单位
出具的文书为准。公告发布后可能出现延
期、中止、终止等变更情况，为保障各竞买人
顺利参加本次拍卖活动，敬请各竞买人在交
易开始前随时关注查阅相关公告信息。

九、竞买保证金缴纳指定账户
工商银行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达州市

分行海棠湾支行

户名：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交
易专户

账号：系统自动生成
建设银行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达州荷叶支行
户名：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交

易专户
账号：系统自动生成
农业银行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达州通

川支行
户名：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交

易专户
账号：系统自动生成
十、联系方式
出让人：达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地址：四川省达州市经开长田新区

政务中心904办公室
联系电话：0818- 3199019

拍卖人：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联系地址：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金兰路

永祥街68号
联系电话: 0818-2183355

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2019年10月8日

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DSTJ(P)〔2019〕2号

序号

1

地块
编号

经开区长田
新区Ⅶ号地块

土地
位置

达州经开区
长田新区

土地
出让面积(㎡）

130709.17㎡
（196.0638亩）

土地
用途

住宅
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Ⅶ-a地块：F≤
3.0；Ⅶ-b地块：

F≤2.5；Ⅶ-c地块：
F≤3.0；Ⅶ-d地

块：F≤2.0；Ⅶ-e地
块：F≤3.0；Ⅶ-f地

块：F≤2.5

建筑
密度

Ⅶ-a地块：B≤
30%；Ⅱ-b地块：
B≤30%；Ⅶ-c地
块：B≤30%；Ⅶ-d
地块：B≤30%；
Ⅶ-e地块：B≤
30%；Ⅶ-f地块：

B≤30%

绿地率

Ⅶ-a地块：G≥
35%；Ⅶ-b地块：
G≥35%；Ⅶ-c地
块：G≥35%;Ⅶ-d
地块：G≥35%；
Ⅶ-e地块：G≥

35%；
Ⅶ-f地块：G≥35%

建筑
限高

Ⅶ-a地块：HL≤80
米；Ⅶ-b地块：

HL≤60米；Ⅶ-c地
块：HL≤80米；
Ⅶ-d地块：HL≤
50米；Ⅶ-e地块：
HL≤80米；Ⅶ-f地

块：HL≤60米

其他规划
指标

详见《达
经住建函
【2019】93

号》

出让
年限

商业40年、
住宅70年

起拍价

220万元/亩

增价
幅度

5万元/亩
或5万元/
亩的整倍

数

竞买
保证金

（万元人民币）

28500

经达州市人民政府批准，达州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拍卖方式出让经开区长
田新区Ⅶ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达
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受出让人委托
对以上地块组织拍卖。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
要求：

搜索约340亩林地
相继发现3株红豆杉被盗伐

丹巴县位于四川甘孜藏族自
治州东部，是甘孜州的东大门，县
域内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丰
富，气候温暖，是西南地区重点林
区，是不可多得的动植物基因库，
因独特的气候、土壤环境，非常适
宜野生红豆杉的生长。

2018年9月4日，护林员丹巴
巡山时发现国有林区中有树木被
采伐，他立即向森林公安报警。接
警后，民警迅速赶往现场发现，中
心现场一片狼藉，到处都是采伐后
的断枝残叶。突然，一个鲜红的伐
桩让带队民警陈同精神高度紧张，

“难道是红豆杉？”通过现场勘查，
民警们断定被砍伐的正是国家一
级重点保护植物野生红豆杉。随
后，勘验的民警在距案发现场以南
1.2公里的山坡上又发现了1株红
豆杉被盗伐。

“通过伐桩平面，我们推断作
案者肯定是惯犯。”丹巴县森林公
安局教导员甲热说，在接下来的6
天里，丹巴县森林公安先后出动了
警力60人次，搜索范围扩大到中
心现场以外10公里区域，搜索近
340余亩林地，“最后相继发现了3
株红豆杉被盗伐。”

丹巴县森林公安局随即决定成
立“9·14”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
植物专案组，局长安康任组长，东谷
派出所所长陈同任副组长，并抽调
8名骨干民辅警加入专案组。

10月7日，举国欢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恰
逢我国尊老敬老的传统节日

重阳节，中国体育彩票2019全国重阳
登高健身大会中心主会场活动在四川
成都市蒲江县举行，人们通过登高远望
与祖国同乐，为祖国庆生。

本次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
动管理中心、中国登山协会、中国老年
人体育协会主办，成都市体育局、蒲江
县人民政府承办，作为全民健身活动的
长期支持者，中国体育彩票也同样为本
次活动给予助力。原中国奥委会副主
席王宝良，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
中心主任、中国登山协会主席李致新，
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常务副主席盛志
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副
主任单铁，中国登山协会经营开发部主
任丁祥华等出席了开幕式。

我是中国人，我骄傲
中国体育彩票已连续4年支持

举办全国重阳登高健身大会。本届
大会活动以“健康中国、与国同梦”为
主题，中心主会场设在成都市蒲江
县，北京、河南、新疆、内蒙古、海南、
广西等30多个分会场同时联动，几
十万群众遥相呼应。

蒲江县主会场除了设置徒步登
高路线外，还增设了趣味十足的射
门、迷宫、翻越斜坡等闯关竞赛形式
的体彩花样跑路线，吸引了老、中、
青、少各个年龄段一万多名健身爱好
者积极参加。漫山遍野，男女老少，
脸上贴着红艳艳的贴纸，手摇红彤彤
的小红旗，在《我和我的祖国》等歌曲
的伴奏下，彼此鼓励祝福，一派欢乐
祥和的节日气氛。

“我是中国人，我骄傲！”成都市
老年体育协会骑游俱乐部新津五津

队68岁的队长赵文全激动地说：“祖
国这70年的变化太大了。作为新中
国的同龄人，我见证了祖国从贫穷落
后到崛起腾飞的不平凡历程。国庆
阅兵式上，看到我们国家不俗的实
力，真是振奋人心，作为中国人，我感
到非常骄傲。感谢党、感谢祖国！我
们要好好锻炼身体，好好生活，多看
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多享受享受这繁
荣盛世。”

我是体彩人，我自豪
今年是中国体育彩票全国统一

发行25周年，为庆祝体彩25周岁生
日，同时致敬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本
次活动邀请了25位“体彩追梦人”中
的曾伟、何晓兵两位前来担当领走嘉
宾。看着人们饱满的生命活力与源
自心底的欢快，曾伟、何晓兵感慨最
多的就是：“我是体彩人，我自豪。”

曾伟，1998年担任四川阿坝体
彩管理办公室主任，2004年担任四
川省阿坝州体育局副局长分管体彩
工作直至2016年退休，期间经历了
汶川震后重建，对于体彩公益金在推
进体育强国建设以及抢险救灾方面
的重要作用有更深的感受。

“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
体彩公益金用于阿坝州的体育设施
和场馆恢复建设，这对阿坝雪域高原
民族地区的体育事业、全民健身事业
起到了极大的支持和推动作用。现
在，每个行政村都有体育场馆、健身
器材，极大方便了人们强身健体，有
力地体现了体彩助力体育事业的重
要意义。”他总结道：“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是体育人的初心和使
命，推动体彩事业发展、助力中国体
育和全民健康是我们‘体彩追梦人’
的初心和使命。”

何晓兵是重庆体彩代销者，

2012年加入体彩大家庭第一天起
就以诚信售彩和倡导理性购彩作为
自身的从业原则。他说，祖国用了
70年从一穷二白到阔步走向繁荣
昌盛，体彩用了25年累计筹集公益
金超过4900亿元，而他自己用了7
年时间从体彩“小白”到跻身25位

“体彩追梦人”之列，只要努力付出，
时间会证明一切。何晓兵表示，“今
后，我还会用更多个7年继续坚守
诚实守信、倡导理性购彩，用心为更
多的购彩者服务，为体彩公益事业
做贡献。”

我是公益人，我幸福
活动还邀请奥运游泳冠军钱红、

田径110米栏世界冠军史冬鹏、攀岩
世界冠军何翠莲三位体育明星到现
场助阵。作为体育人，他们深知我国
训练场馆的建设与维护、训练经费与
体育赛事资金主要来源于体彩公益
金，知道体育运动员身后是体彩公益
金在做强大后盾，因此，很感激体彩，
表示能来参加体彩支持的登高健身
活动非常荣幸，称赞这样的活动可以
增强人们的健身意识，帮助人们积极
向上，从而提升幸福感。

“祖国强盛，人民幸福，体彩人就
幸福，公益人就幸福。”刚参加完体彩
花样跑的蒲江县体彩代销者袁冲，又
赶到体彩即开票体验区帮忙。说起
来，他的体彩实体店开业时间令人
难忘，是2008年5月12日，与汶川
地震同一天。开业第一天就遇到突
发的重大灾难，之后，他见证了体彩
公益金助力抗震救灾，见证了灾区
人民得到社会各界包括体彩公益金
的关爱与支持后，越来越有底气、越
有力量。

“看着国家突飞猛进发展，作为
体彩人，我们都有很强的幸福感。”
成都市新津县、蒲江县体彩专管员
陈磊说：“国家的发展，靠的就是各
行各业共同发展。体彩公益金除了
支持竞技体育、全民健身，还被广泛
应用于民生领域的方方面面，可以
说，体彩事业的发展对促进国家发展
做出了很大贡献。”

对此，购彩者也深有体会。蒲江
县跑步协会会长王建带着400多名
队员参加本次活动，他表示，很多体
育活动都离不开体彩公益金的支持，
他说：“中国越强大，人民越富足，就
越有健身意识，而健康的体魄又成为
祖国强大、生活富足的保障。”因此，
他只要经过体彩实体店就会顺便买
几注彩票，只为随手做点公益。

（王红亮）

3年盗伐丹巴县116株野生红豆杉
四川最大红豆杉盗伐案宣判 16名涉案人员15人获刑

红豆杉是我国珍
惜濒危一级重点保护
植物，是世界上公认
濒临灭绝的天然珍惜
抗癌植物，是经过了
第四纪冰川遗留下来
的古老孑遗树种，它
已被世界42个拥有该
物种的国家称为植物

“国宝”，联合国明令
禁止采伐，是名副其
实的“植物大熊猫”。

中国体育彩票支持2019全国重阳登高健身大会

用公益为健康保驾护航

4天盘查人员800余人
面包车“冲卡”也没能跑掉

召开案情分析会后，专案组
决定兵分几路：一方面组织各村
网格员、四职干部、生态护林员和
森工管护员加强对林区的巡逻防
控；另一方面，民警在3个乡镇17
个村开展走访排查，并组织民警
加强对林区主要干道的排查力
度，各治安卡点、情报、派出所也
在县公安局的统一指挥下加强查
控；再一方面，借助“雪亮工程”加
强了对林区的管控力度，一张法
网悄悄地在丹巴林区中撒下。

在接下来的四天时间里，专
案组成员共查看监控录像240小
时，走访148户，筛选前科人员6
人，盘查车辆 245 台，盘查人员
862人，布建情报人员4人。在多
点出击下，9月14日民警接到线
索：嫌疑人可能当晚再次作案。

接到信息后，民警在嫌疑人
可能经过的道路设卡拦截。当日
22时许，一辆面包车不顾民警停
车指令，加速冲过设置的关卡，民
警立即驾车追赶，并在一林区道
路上发现该车，车上司乘人员不
知去向，在车上查获了油锯条、斧
头、抬杠、钢钎等工具，随即通过
搜查、研判、布控，次日16时许，专
案组民警在一农家中将2名逃逸
人员抓获。

挖出2个盗伐团伙
DNA确认116株红豆杉被伐

办案民警经过庞大而严密的
各类调查后发现，从2016年起，
主犯格某与其同伙4次在丹巴县
从事盗伐红豆杉树木的犯罪活
动。其中，在2016年9月21日丹
巴县森林公安局立案侦查的一起
盗伐红豆杉案件，也是这群人所
为。民警顺藤摸瓜，先后抓获参
与犯罪的丹巴籍4名主要犯罪嫌
疑人，并掌握到了主犯格某伙同
另外一个团伙4次盗伐红豆杉树
木的犯罪事实。

“因野生红豆杉树木均生长
在阴暗潮湿的山上，勘验的路不
是经过悬崖就是要蹚水，并且那
几天连续暴雨，河水暴涨，有些地

方还要游着过河，有些勘验地方
需要同事把绳子系在腰间然后滑
下山崖才能取样。在林区中行
走，嫌疑人不适合佩戴脚镣手铐，
为了保证嫌疑人的安全，我们只
能将绳索拴在嫌疑人身上，另外
一头再绑在我们身上。”专案组的
民警格绒格西说，因需现场勘查
的地点多，人员多、路程险、路途
远，全局办案的民警集中力量，局
长、教导员、民警、辅警全部投入
到专案工作中，经过23名民辅警
连续10天的现场勘查，共完成8处
盗伐红豆杉现场勘验，对被盗伐的
116株红豆杉进行证据固定。

“经相关司法鉴定机构前后3
次DNA鉴定确认，送检120个样品
均为野生红豆杉科红豆杉属云南红
豆杉，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植物，被
盗伐红豆杉数量如此多，实属全省
第一案。”丹巴县森林公安局副局
长、法制室主任谭海强介绍。

“团灭”两涉案团伙
16名涉案人员已有15名获刑

一场追捕就此开始。从案发
到2019年8月25日，16名主要犯
罪嫌疑人先后被专案组民警抓获
归案，现已查实2个团伙先后非法
盗伐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植物红豆
杉116株。至此，长期在丹巴、新
津、马边、峨边等地从事非法采
伐、运输、收购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的2个犯罪团伙，被丹巴县森林公
安局“团灭”。

从案发到所有嫌疑人归案，
参战的民警们行程超过12000公
里，调查取证人员近300人次，制
作讯问笔录800多份，32次前往8
个盗伐现场开展勘查，走访排查
500余人，林政处理15人，制作视
频视听资料300余张，扣押作案
车辆20台次，调查的案件卷宗高
达近63厘米。

2019年9月28日，丹巴县人
民法院公开审理了“9·14”特大非
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15
名被告人都被判处了有期徒刑，
判处罚金合计27.1万元，追缴了
15 名被告人违法所得 14.62 万
元。并判决了附带民事诉讼（代
为补种树木管保费）6.8万元。

一株红豆杉，长大成材往
往需要100至300年的时

间，而盗伐者用砍伐工具，仅需短短
20分钟，就能让其轰然倒下。2016
年起，四川省丹巴县境内，2个盗伐
团伙在三年时间里，让116株野生
红豆杉树从地球上消失。

9月28日，丹巴县人民法院公
开审判了“9·14”特大非法采伐国家
重点保护植物案，3名主犯均被判处
有期徒刑7年，其余人分别获刑2至
6年不等。至此，这一全省最大的红
豆杉盗伐案，16名涉案人员已有15
名获刑，还有一人将在近期宣判。

植物大熊猫

红豆杉

知道一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杨雪

被盗伐的野生红豆杉。

被追回的盗伐红豆杉木。

警方带着嫌疑人勘察现场，固化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