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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018C-7

2018C-8

2018C-9

土地位置

城东区拥军巷

城东区
团结桥路东侧

城东区
中下南关街

土地面积
（m2）

1967.12

30747.58

5175.9

土地用途

商服住宅用地

商服住宅用地

商服住宅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0≤R≤3.0

1.0≤R≤2.0

1.0≤R≤4.0

建筑密度

≤30%

≤30%

≤45%

绿地率

≥35%

≥35%

≥25%

建筑高度

H≤80m

H≤80m

H≤
100m

出让年限
（年）

商服用地40年
住宅用地70年

商服用地40年
住宅用地70年

商服用地40年
住宅用地70年

竞买保
证金

（万元）

2042

13850

4650

挂牌起始价
楼面地价
（元/㎡）

3461

2253

2246

竞价增加幅
度楼面地价
（元/㎡）

20

20

18

备注

经西宁市人民政府批准，西宁市国土资
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以下叁幅地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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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
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均可
申请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活动，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
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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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
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文件，挂牌申请人可于
2018 年 8 月 1 日至 2018 年 8 月 29 日 15 时，
到西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获取挂牌出让
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18年8月1日至2018年8
月29日15时，到西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提出

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8
年8月29日16时。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
金，并具备申请条件的，西宁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将在 2018 年 8 月 29 日 17 时前确认其
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的地点为西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西宁
市海西西路 25 号海湖桥西侧金座威尼谷四
楼），挂牌时间分别为地块【2018C-7】2018
年 8 月 22 日 9 时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 10 时；
地 块【2018C-8】2018 年 8 月 22 日 9 时 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 10 时 30 分 ；地 块
【2018C-9】2018 年 8 月 22 日 9 时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 11 时。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申请人应在公告发布之日起到青海省

政府行政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西宁市
城西区西川南路53号424室）办理CA数字证
书，办理流程详见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青

海 省）网 站（http://qhzbtb.qhwszwdt.gov.cn/
qhweb/）办事指南《CA锁办理须知及部分材
料》，并到西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信息技术
部激活CA数字证书。

2、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
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
竞得人。

3、出让宗地面积以政府最终颁发的《不动
产权证》为准，出让金根据实际面积进行调整。

4、本次出让不接受电话、邮寄、口头竞买
申请。

5、此公告可登录中国土地市场网（http://
www.Landchina.com）、西宁市国土资源局网
（http://qhxns.qhlr.gov.cn）和西宁市公共资源
交 易 服 务 平 台（http://www.xnggzy.gov.cn/
xnweb/）进行查阅。

6、其他有关事宜详见挂牌须知。
八、竞买保证金银行账户：
开户单位：西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 户 行：青海西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海西路支行
账 号：系统生成的随机账号
九、联系方式：
名称：西宁市国土资源局
地址：西宁市城西区黄河路23号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杨林 朱蕾

0971-6146324
名称：西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地址：西宁市海西西路25号海湖桥西侧

金座威尼谷四楼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王志超 朱大琦
0971-7661368 7661380
名称：青海省政府行政服务和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
地址：西宁市城西区西川南路53号424室
联系电话：0971-6151650

西宁市国土资源局
西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8年7月31日

西宁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2018挂牌公告第[8]号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英国名将穆雷 7 月
31日宣布将参加今年的中网公开赛。今年是中网
15周年，比赛将于9月23日至10月7日进行。

31岁的穆雷曾两夺奥运会男子单打金牌，三
度称雄大满贯赛事。2010 年，穆雷首次亮相中
网。此后，他便成为中网的常客，并于2016年登
顶。

今年中网公开赛的男子赛事，纳达尔、穆雷、
德尔波特罗等名将均已宣布参赛。女子阵容方
面，沃兹尼亚奇、哈勒普、科贝尔三位2018年的大
满贯得主，以及莎拉波娃、小威廉姆斯等都位列其
中。

新华社乌鲁木齐7月31日电（记者孙哲 马锴）
NBA球星艾尔·杰弗森于北京时间7月31日在个人
官网上证实，自己已同CBA劲旅新疆男篮签约。

“我在 NBA 打了 14 年球，这种感觉很棒，但在
职业生涯后期去中国打球也将是一次不错的经历。”
33岁的他表示。

杰弗森先后效力于凯尔特人、森林狼等多支
NBA球队，职业生涯场均贡献15.7分、8.4个篮板。
尽管身高并不出众，但杰弗森在篮筐左右两侧的小
勾手及稳定的中投，总能成为球队的进攻手段，因此
被誉为“低位进攻百科全书”。

上赛季，杰弗森在步行者逐渐沦为替补，但他在
有限的上场时间里依然表现不俗。今年夏天，经过
与步行者的多轮对话后，杰弗森最终选择转投新疆
男篮。

在经历了上赛季的不如意后，今年休赛期新疆男
篮动作频频，先后签下曾令旭、周仪翔等多名球员。
杰弗森的到来有望进一步丰富新疆男篮的内线进攻。

新华社华盛顿7月30日电（记者王集旻）已转
会湖人的詹姆斯7月30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离开骑士是个艰难的决定，但不排除未来重返骑士。

“对我而言，不是说人生的某一段旅程结束了，就
真的彻底结束了，或许有一天我还会回到骑士，然后
坐在场边看着我的球衣在球馆上空飘扬。”詹姆斯说。

詹姆斯七月初宣布加盟湖人，外界猜测一方面
是因为湖人目前有足够大的工资额度，另一方面詹
姆斯也非常喜欢洛杉矶这座城市，在这里购买了住
宅，并经常和家人在洛杉矶居住。当然，湖人的冠军
血统不可否认也是吸引詹姆斯加盟的重要原因。

“加盟湖人，加盟纽约扬基队，加盟英超曼联队，
做这些事情你不用问为什么。这些球队拥有伟大的
冠军基因，拥有超高的水平，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塑造
了体育历史。”詹姆斯说。

詹姆斯同时表示，上赛季结束之后他考虑过留
守骑士，转会对象则考虑过76人、火箭和湖人，“在
和我的家人讨论过之后，我认为湖人应该是我人生
的下一站”。

上赛季的湖人依然处于重建当中，詹姆斯也清
醒地认识到，湖人还需要走很长的路。“我对湖人拥
有很高的期待，但现在湖人还达不到，可是我们肯定
会越来越好，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去磨合。”

詹姆斯：不排除未来重返骑士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7 月 31
日消息，据联盟消息人士透露，老鹰
已正式买断卡梅隆·安东尼。在度过
48小时澄清期（没有球队认领）后，安
东尼将成为自由球员。根据之前的
报道，他将加盟火箭。

安东尼放弃了自己合同 2790 万
中的240万，以达成买断；他将从他要
加盟的球队拿回这 240 万的老将底
薪。

上周三，雷霆、老鹰和 76 人完
成三方交易：雷霆送出安东尼和一
个受保护的 2022 年首轮签（乐透保
护，如被保护则改为两个次轮），从
老鹰得到施罗德和来自 76 人的卢
瓦乌；老鹰将穆斯卡拉送至 76 人，
换来贾斯廷·安德森。球员体检在
周末完成，老鹰很快就将安东尼买

断。
安东尼在上赛季为雷霆出战 78

场，场均贡献 16.2 分、5.8 个篮板、1.3
次助攻，命中率 40.4%。但他在季后
赛发挥欠佳，只能以 37.5%的命中率
拿下 11.8 分和 5.7 个篮板，三分命中
率也只有21.4%。

火箭对安东尼一直很有兴趣，
这是火箭第三次追逐。去年夏天，
因为莫雷不愿送出戈登等优质筹
码导致交易失败，安东尼最后被交
换到雷霆。2014 年夏天，火箭在丰
田中心打出安东尼身穿火箭 7 号战
袍的海报，以此招募他，甚至得罪了
林书豪，但安东尼最终选择续约尼
克斯。

火箭今年夏天先后失去阿里扎
和巴莫特，锋线急需补充战力。

新华社南京7月31日电（记者姬烨 王恒志）
2018年羽毛球世锦赛7月31日展开第二个比赛日
的争夺，中国羽毛球队继续保持全胜。

首轮轮空的何冰娇在女单第二轮以 21：11 和
21:17击败中国香港选手叶姵延。2014年南京青奥
会，何冰娇曾在这里夺得女单冠军，如今故地重游，
她希望能有好运气。

混双被认为是国羽最有可能夺金的项目，中国队
四对组合当天全部亮相，头号种子郑思维/黄雅琼、二
号种子王懿律/黄东萍、五号种子张楠/李茵晖和九号
种子何济霆/杜玥都战胜各自对手，闯入16强。此外，
男双何济霆/谭强也在首轮以2：0轻松取胜。

本届世锦赛开赛两天来并没有出现大冷门，女
单方面，中国台北的头号种子戴资颖、泰国选手拉
差诺、西班牙名将马林以及印度选手内维尔悉数晋
级16强。

穆雷宣布

参加2018年中网公开赛

正式被老鹰买断

48小时澄清期后安东尼可加盟火箭

艾尔艾尔··杰弗森与新疆男篮签约杰弗森与新疆男篮签约

羽毛球世锦赛羽毛球世锦赛：：国羽继续全胜国羽继续全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