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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拍卖公告
（赣国土资网交地[2020]BA050号）

经赣州市人民政府批准，赣州市自然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拍
卖方式出让以下1（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指定赣
州市土地交易管理中心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具体以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指标为准，详见《规划条件通
知书》。

二、竞买申请条件和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符合

网上出让公告和出让须知中明确的资格条件，均可参加本次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活动。

三、确定竞得入选人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

则确定竞得入选人。
四、报名及保证金截止时间
竞买申请人可在2020年6月29日至2020年7月20日登录

江西省公共资源电子交易平台-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
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申请。竞买保证金到账截
止时间为2020年7月20日16时30分。

温馨提示：1.竞买人必须以本人账户，将竞买保证金缴入
网上交易系统生成的竞买保证金子账号内。

2.为避免因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延误，影响您顺利获取网
上交易竞买资格，建议您在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的1至2天之
前交纳竞买保证金。

3.网上交易竞买保证金币种为人民币，使用美元或者
港币交纳竞买保证金的境内或境外竞买申请人，应分别
选择外币保证金交纳银行对应的境内或境外保证金交纳
账号，并按保证金交纳当天外汇中间牌价等值人民币的美
元或港币交入网上交易系统提供的外币保证金专用账户
（子账号）。该账户只接受现汇方式汇入，不接受以现钞方
式存入。

五、拍卖时间及网址
拍卖开始时间为：
DBA2020050号地块：2020年7月21日9时00分。
拍卖网址：网上交易系统（http://jxgtjy.jxsggzy.cn/）。
六、出让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拍卖出让须知及

其他出让文件。拍卖出让须知及其他出让文件可从网上交易
系统查看和打印。

七、资格审查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出让实行竞得入选人资格

后审制度，即竞买申请人在网上交易系统按规定递交竞买申请
并按时足额交纳了竞买保证金后，网上交易系统将自动颁发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保证金到账确认书》，确认其竞买资
格，出让人只对网上交易的竞得入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如因竞
得入选人的资格审查未通过，造成本次出让地块不成交的，由
竞得入选人自行承担相应责任。

八、风险提示
竞买人应该谨慎报价，报价一经提交，不得修改或者撤回。
操作系统请使用Win10，浏览器请使用IE10、IE11，其它

操作系统与浏览器可能会对网上交易操作有影响。数字证
书驱动到江西CA官方网站下载，并正确安装。竞买人在竞
买前仔细检查自己电脑和网络运行环境，并先到网上交易模
拟系统练习。

联系电话：0797-8155058 联系人：邹德
特此公告

赣州市自然资源局
2020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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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拍卖公告
（赣国土资网交地[2020]BA051号）

经赣州市人民政府批准，赣州市自然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拍
卖方式出让以下1（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指定赣
州市土地交易管理中心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具体以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指标为准，详见《规划条件通
知书》。

二、竞买申请条件和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符合

网上出让公告和出让须知中明确的资格条件，均可参加本次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活动。

三、确定竞得入选人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

则确定竞得入选人。
四、报名及保证金截止时间
竞买申请人可在2020年6月29日至2020年7月20日登录

江西省公共资源电子交易平台-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
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申请。竞买保证金到账截
止时间为2020年7月20日16时30分。

温馨提示：1.竞买人必须以本人账户，将竞买保证金缴入
网上交易系统生成的竞买保证金子账号内。

2.为避免因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延误，影响您顺利获取网
上交易竞买资格，建议您在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的1至2天之
前交纳竞买保证金。

3.网上交易竞买保证金币种为人民币，使用美元或者
港币交纳竞买保证金的境内或境外竞买申请人，应分别
选择外币保证金交纳银行对应的境内或境外保证金交纳
账号，并按保证金交纳当天外汇中间牌价等值人民币的美
元或港币交入网上交易系统提供的外币保证金专用账户
（子账号）。该账户只接受现汇方式汇入，不接受以现钞方
式存入。

五、拍卖时间及网址
拍卖开始时间为：
DBA2020051号地块：2020年7月21日9时00分。
拍卖网址：网上交易系统（http://jxgtjy.jxsggzy.cn/）。
六、出让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拍卖出让须知及

其他出让文件。拍卖出让须知及其他出让文件可从网上交易
系统查看和打印。

七、资格审查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出让实行竞得入选人资格

后审制度，即竞买申请人在网上交易系统按规定递交竞买申请
并按时足额交纳了竞买保证金后，网上交易系统将自动颁发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保证金到账确认书》，确认其竞买资
格，出让人只对网上交易的竞得入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如因竞
得入选人的资格审查未通过，造成本次出让地块不成交的，由
竞得入选人自行承担相应责任。

八、风险提示
竞买人应该谨慎报价，报价一经提交，不得修改或者撤回。
操作系统请使用Win10，浏览器请使用IE10、IE11，其它

操作系统与浏览器可能会对网上交易操作有影响。数字证
书驱动到江西CA官方网站下载，并正确安装。竞买人在竞
买前仔细检查自己电脑和网络运行环境，并先到网上交易模
拟系统练习。

联系电话：0797-8155058 联系人：邹德
特此公告

赣州市自然资源局
2020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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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将至，庆祝回归的五星

红旗飘扬在维港两岸主要建筑物上

空，在碧海蓝天的映衬下格外鲜艳

夺目。23年前，香港重回祖国怀抱，

掀开了崭新的历史篇章。23 年后，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行将出台，为

“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打下坚实的法

律基础和安全保障，香港踏上了新

的历史起点。

尽绵薄之力宣讲香港
国安立法意义

香港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痛

感近年来香港社会出现混乱，认为根

源之一在于对国家宪法、香港基本法

认识不足，于是组织起来撰写文章宣

传宪法、基本法。

“我们有近 200位成员，核心骨干

50多人。从 2017年底到现在，我们已

经发表了几千篇文章，我自己都有

500多篇了。”说这番话的是陈晓锋，

一位勤奋而又勇于发声的法学博士，

香港青年评论员组织“就是敢言”的

执行主席。

仰头回想了一下，他再次肯定：

“对！从博士毕业后一直坚持写，香

港《文汇报》每周一篇，《信报》每月一

篇，还有很多给网络平台的文章。”

陈晓锋和他的同伴多数有法律

背景。在他们看来，要保障“一国两

制”走得坚实，法治基础必不可少。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他们对中央制定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极表赞成，用多

种方式、多种途径阐释国安立法意

义，驳斥别有用心的歪曲。

他和同伴们组织了一个国安法

宣讲团，不仅联系了一个固定会场

每周宣讲，还主动到香港各区进行

宣讲。

“最骄傲的是为近 100位校长和

老师宣讲。”陈晓锋说，他从粤港澳大

湾区的机遇讲起，讲内地科技的发

展，讲互联网、人工智能，再联系基本

法、香港国安立法，讲香港的未来。

“效果很好，好几位校长联系我去他

们那里讲。”

“我们也在寻求更适应青年的方

式，拍视频、利用社交媒体平台。”他

告诉记者，他自己经营着“晓锋说”社

交媒体账号，最新一期内容是请一位

空手道选手进行对谈，讲新冠肺炎疫

情下如何办班、创业，给香港青年传

递正能量。

像陈晓锋这样自发、主动、积极

为香港国安立法发声的热心人士还

有很多。冼国林，《叶问前传》电影出

品人、咏春拳传人，就是其中一位。

“全国人大的决定公布当天，我

给好几位朋友打电话，一句话‘我的

愿望实现了’！”冼国林对记者谈起当

时的情形，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修例风波”期间，香港“黑暴”横

行。愤恨之下，年逾六旬的冼国林在

社交媒体上开设“冼师傅讲场”，剖析

事态，分析形势，有理有据驳斥乱港

分子的歪理邪说。

冼国林的“讲场”没有以“力”服

人的霸道，有的却是以“理”服人的春

风化雨。他在一期节目中就曾呼吁：

中央应将国家安全法在香港实施，应

在港设立专门机构，惩治乱港分子！

“冼师傅讲场”在视频网站上的

订阅数已达 12万。在他最新几期阐

释香港国安立法意义的“讲场”评论

区里，夸奖、感谢的留言令人感动，

更令人振奋：“好多谢您尽心尽力为

香港”“好好的一个香港变成今天这

样，真可悲。支持香港警察，严正执

法，还香港社会繁荣安定”“多谢冼

师傅辛苦找资料，解释给我等普通

市民知道”。

在众多热心人士积极发声的同

时，还有不少有识之士主动为香港国

安立法建言献策。其中有港区全国

人大代表、港区各级政协委员，有立

法会议员、商界和教育界人士，还有

不少法律界人士。

记者获得一份香港退休警官任

达荣和退休裁判官黄汝荣联合撰写

的意见书。在“修例风波”期间，黄汝

荣积极发声反对“黑暴”，制作了多集

系列视频，从法律角度批驳反对派混

淆是非。

全国人大有关决定公布后，他为

之振奋，与老友一起悉心研究，形成

了一份内容翔实的意见书交给有关

部门。意见书以严谨、细致的法律语

言，从国家安全法、执行机构及执法、

司法、支援法则等各个方面提出了意

见和建议，字里行间，拳拳爱国之心

令人感佩。

“香港国安立法对爱国爱港力量

是一个巨大鼓舞，意义重大。”黄汝荣

对记者说，“我们愿尽绵薄之力，帮助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未来在香港顺

利实施。”

真金白银给香港未来
投下信任票

“国安法对香港未来好不好，楼

市走势可以说明问题。”施永青是香

港房产中介机构中原集团的主席。

在他看来，身体比嘴巴诚实，“买不动

产就是给香港未来投下信任票，是用

真金白银投票”。

全国人大有关决定公布以来，香

港楼市平稳，还出现了一个小高潮。

“那几天新盘销售很旺，还带动了二

手市场，属近月罕见。”施永青分析

说，这里面有很大原因是很多人相

信，国安法实施以后香港将重回稳

定，有条件发展得更好。

“有了国安法，搞破坏那批人就

不敢再那么放肆了。”施永青找过不

少人了解想法，他自己也很注重观察

和分析。“你看，国安法的消息出来以

后，反对派尽管还在号召搞什么‘遍

地开花’，但参加的人很少，搞不起来

了嘛。”

他认为，经历了“修例风波”，香

港民众认识到了社会混乱给香港带

来的负面影响，厌恶“搞事”的人，支

持香港国安立法带来震慑作用。“重

回稳定以后，香港还是一个宜商宜居

的城市。”

说起香港国安立法的稳定人心

作用，50 岁的瑞士人安德龙深有同

感。三年前，他来到香港从事金融咨

询工作，那时他认为香港稳定繁荣，

充满机遇，而且生活便利。然而，“修

例风波”的连串暴力事件让他一度想

要离开香港。

“我们金融行业一直都在寻找稳

定的市场，我们需要能够长期保持稳

定的营商环境。如果不是这次有了

全国人大的决定，我几乎都要下定决

心离开香港了，我无法留在一个面临

着恐怖主义和‘颜色革命’威胁的地

方。”安德龙说，他希望在香港维护国

家安全法实施后，香港能够尽快恢复

和平和法治。

“可以说，香港获得了新生，迎来

了新的发展机遇！”安德龙说，作为连

接内地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桥梁，香港

未来能够更好地发挥独特优势，并且

利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机会

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投资者将对香

港更加有信心。“我也愿意继续留在

香港工作和生活。”

未来最重要的工作就
是凝聚人心

“我在中东地区长大，动荡、恐怖

的阴影一直伴随着我。我喜欢香港

这个安全的城市，没想到去年又感受

到了那种暴力带来的恐怖。”从事珠

宝行业的伊兰来自以色列，已在香港

生活 18年，娶妻安家，有两个正在上

小学的儿子。

让他最不能容忍的是“黑暴”对

孩子的威胁。有一次，开车接送孩子

时，他遭暴徒堵截，车辆险些被暴徒

投掷的杂物砸中。“为了保护家庭和

下一代，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做些什

么。”从那以后，他多次主动参与清理

路障和清除涂鸦的活动。

全国人大有关决定公布后，伊兰

深表赞成：“自由社会和健康营商环

境都以安全和法治为基础。香港国

安立法有助于改善香港的营商环境，

保障市民的权利和自由。”

对某些西方国家的指责，他认为

只能说明他们的伪善。“每个国家都

有维护国家安全的措施，以色列有，

美国有，西方国家都有。香港是中国

的一部分，中国在香港为什么不能

有？他们就是双重标准。”

伊兰相信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

正式实施后，香港一定会重新走上

健康发展的轨道。“我爱这座城市，

我希望这里早日恢复她的魅力。只

要是真的生活在这里的人，都会这

么期望。”

“东方之珠”蒙尘一时，终究会

被荡涤一新。23 年前，众多西方媒

体曾迫不及待地给即将回归的香港

签下“死亡证书”。23 年过去，香港

经济自由度、法治基础、国际竞争力

根基犹在，创新活力日新月异，国际

金融中心地位愈加稳固。展望未来，

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的护持下，喧

嚣混乱必将过去，香港定能保持长期

繁荣稳定。

“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把人心往回

拉，一步一步去做。”香港民建联副主

席、“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副秘书长陈

勇表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将奠定

香港重新出发的基础，未来爱国爱港

力量要把工作重心放在凝聚人心上。

“现在大家心气很足。”陈勇说，

“无论是派发口罩还是征集支持国安

法签名，大家都抢着去。”

他介绍说，董建华、梁振英两位

全国政协副主席、特区前行政长官

牵头成立的“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已

做了很多工作，重点之一是推动香

港社会保经济、保就业。“我们开了

多场咨询会，推动企业保就业。这

方面尤其得到了中资企业的大力支

持，他们带头承诺不裁员，起到了标

杆和示范作用。”

在港直接和间接雇员达 3万人的

中国海外集团是香港最大的工程建

设企业之一。集团副总经理冯海洋

告诉记者，在特殊时期，中资企业一

定要发挥稳定作用。他们一方面确

保不裁员，另一方面抓紧复工复产，

目前在建工程绝大多数已抢回了被

疫情耽误的进度。

修复社会裂痕，争取人心回归，

青年工作是重中之重。

“再出发大联盟专门建立了一个

平台，为疫情下香港青年寻找就业机

会和实习机会。”陈勇说，香港经济受

到疫情打击，商界对接纳曾参与“修

例风波”的青年也有疑虑，但青年是

香港的未来，要帮助他们找到出路。

“我们推动香港本地企业设立实

习岗位、临时岗位，让青年获得职业

经验。疫情缓解以后，还会与粤港澳

大湾区企业对接，给香港青年争取更

多实习和就业机会，也让他们感受内

地广阔的发展机会。”陈勇说。

陈晓锋以亲身经历说明，爱国情

感既来自于五千年绚烂文化的自豪，

也来自于对内地发展的认同。他自

己就在深圳创业。“那种创业氛围，那

种勃勃生机，让你深感作为一个中国

公民的自豪。”

正像陈晓锋为香港基本法颁布

30周年所创作歌曲中所写的：“诞生

于震撼风云时代的变革，眺望维港回

忆狮子山下，世纪变幻许多故事在此

出发……在风云变幻的大时代，只有

融入国家才有大的胸怀和格局。”

正如来自以色列的伊兰所说：

“希望香港整顿教育系统，让下一代

了解国家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

明，认同自己的祖国。一个人如果

不爱自己的祖国，走到哪里都不会受

到尊重。”（新华社香港6月29日电）

回归祖国廿三年 香港凝心聚力再出发
□新华社记者王旭 方栋 郜婕

广 告

赣州市妇幼保健院母婴中心 8楼离退休职工活动中

心新增雨棚等 8 项工程招标，工程内容见预算工作量清

单，工期 30 个工作日，工程质量要求达到国家施工验收

规范合格标准，项目投资约 9.986万元。凡具备房屋建筑

资质三级以上（含三级）、拟派建造师具有建筑工程专业

二级或以上资质的施工企业，请于 2020年 7月 1日至 7日
到本院办公楼V206室领取相关资料。

联系人：尹军赣 电话：13970781266
2020年6月24日

招
标
公
告

赣南日报社电动移门采购项目已于 2020年 6月 24日 10：00举
行询价采购会议，经评审，“章贡区红运门业经营部”为中选供应商，
中选金额为叁万玖仟捌佰元整（人民币：39800元）。

中选供应商请在接到本通知书五天内，前往业主方单位签订书
面合同。

特此通知
赣南日报社

2020年6月29日

赣南日报社电动移门采购项目中选通知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