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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秦芳 曾美艳）近日，市四院党支部
组织在职党员观看红色革命电影《建党伟业》，随
后，来到景德镇学院红色瓷源教育基地——红十军
和方志敏精神展示室，进行学习教育。

方志敏、周建屏、邵式平等革命前辈，不管是
遭遇被捕入狱、酷刑拷问还是枪林弹雨，他们始终

坚守信仰，宁死不屈，为中国独立矢志不渝，抛头
颅洒热血，大家深深被这种勇于献身的伟大精神所
感动。

铭记历史，永远向前。大家纷纷表示，要发扬
红十军的革命精神，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坚守岗
位，创新服务，为人民健康事业全力以赴。

本报讯 （秦芳 曾美艳） 近日，
市四院党支部书记为全体在职党员、
积极分子、入党申请人上了一堂精彩
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课。通
过这次党课，大家认真学习了历届党
代会坚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
兴的初心和使命，进一步认识到中国
共产党的伟大历史贡献，了解了党章
修改历程，熟悉了新党章增减的内
容。大家纷纷表示，要铭记党的奋斗
历程，遵循新党章要求，不忘初心，
担当崇高使命，学习党章、遵循党
章，做合格的共产党员，更好地为人
民健康服务。

市四院主题党日活动走进红色瓷源教育基地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市四院党支部开展学习党章活动

引领全民健身 提升“中国速度”
新华社记者 吴俊宽

经初步审定，我中心拟对江西荣力航空工
业有限公司位于直航路以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予以首次登记。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
例实施细则》第十七条规定，现予公告。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10114.34平方米，用途为
出让工业用地。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
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送达我中心，
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我中心
将予以登记。

景德镇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7年12月4日

公 告

根据2017年10月24日山东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我中心
依法对江西省华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位于景德镇市新厂东路（曹家岭）土
地使用权证号为景土国用（2002）字第0484号的土地进行土地储备，因该
土地使用权证原件已遗失，现声明该土地使用权证作废并进行注销。

特此声明
景德镇市土地储备中心
2017年12月5日

声 明

“十九大报告在总结过去五年
的工作时提到，全民健身和竞技体
育全面发展。这是对我们体育从
业者最大的肯定和鼓励。做为运
动员，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继续前行。”中国田径的领军人物、
男子100米全国纪录保持者苏炳添
近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在过去的五年里，苏炳添见证
了中国田径的一次次历史性突
破。他不仅创造了9秒99的男子
百米全国纪录，成为第一个突破10
秒大关的亚洲本土运动员，还两次
闯进世界田径锦标赛的决赛，成为
第一个踏上世锦赛百米飞人大战
决赛跑道的亚洲人，在这个受关注
度最高的田径项目中为中国占据
了一席之地。

在个人项目不断取得突破的
同时，苏炳添还和队友一起在男子
4Ｘ100０ 米 接 力 项 目 中 屡 创 佳
绩。在过去五年间，中国男子接力
队多次打破亚洲纪录、全国纪录，
在2015年世界田径锦标赛上创造
历史，一举摘得银牌，让“中国速
度”震撼世界。

苏炳添表示，十九大报告给全
国体育工作者提出了“广泛开展全
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
设，筹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的新要求，身为运动员，自己也要

再接再厉，用科学训练、顽强拼搏
的实际行动，努力提高中国短跑水
平，为“中国速度”贡献新的力量。

“作为运动员，首先是努力提
升运动成绩，为国争光。我现在的
目标就是认真训练，保持好自己的
竞技水平，争取再次突破自己的最
好成绩。现阶段首要的任务是备
战东京奥运会，我会和接力队的队
友们一起，在未来的几年里继续努
力创造好成绩，希望能够站上东京
奥运会的领奖台。”苏炳添说。

“另外，作为运动员我们要发
挥在全民健身工作中的宣传引领
作用。现在马拉松赛事、长跑活动
在全国广泛开展，我之前在假期的
时候也在几个跑步活动中担任领
跑嘉宾，也做过广州马拉松的形象
大使，就是希望以身作则，倡导更
多的民众参与到跑步运动中。”

2022年的冬奥会将在北京举
行，北京也将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
夏季奥运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
市。对于五年后的这次体育盛会，
苏炳添表示自己从事的虽然是夏
奥项目，但中国田径也可以对冬奥
会的筹办和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
贡献力量。

“最近我们田径项目都在组织
短跨跳项目的后备运动员参与跨
界跨项选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

的方向和尝试。之前国际上也有
田径运动员转型冬季项目的成功
案例，中国运动员也可以积极跨出
项目界限，放开眼界，大胆尝试。
只要能为国家做贡献，为国争光，
我们都义不容辞。”苏炳添说。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两步走”
的战略安排，进一步描绘了建成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畅想
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这两个重要
的时间节点，苏炳添表示自己的人
生规划依旧与田径运动难舍难分。

“2035年的时候，我应该会是
一名大学教师，投身体育教育事业
中，把前沿的训练理念和方法传授
给青年学子、学生运动员们，也希
望能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学生运动
员，为中国田径贡献后备人才。”苏
炳添说。

“到 2050 年，我应该就退休
了。那时候我希望自己可以发挥
余热，做短跑项目的训练顾问，结
合自己的经验，为国家新一代的短
跑运动员提供训练技术和心理战
术等方面的建设性意见。希望到
那个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参与
到体育运动中，通过健身锻炼拥有
健康的体魄。”

（据新华社北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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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2月07日至2017年 12月
27日 登录江西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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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7日 12时00分。

温馨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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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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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HA2017067号地块：2017年12月28日10时00分。
DHA2017068号地块：2017年12月28日10时00分。
DHA2017069号地块：2017年12月28日10时00分。
DHA2017070号地块：2017年12月28日10时00分。
拍卖网址：江西省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

统（http://www.jxgtzyjy.go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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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承当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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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XP、Win7；浏览器请使用

IE8.0、IE9.0、IE10，其它操作系统与浏览器可能会影响您
正常参与网上交易活动。数字证书驱动请到江西CA
官方网站下载，并正确安装。请竞买人在竞买前仔细检
查好自己电脑的运行环境，并先到网上交易模拟系统练
习，以免影响您的报价、竞价。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798-8259003、8259005
联系人：徐春保、詹华锋

景德镇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12月7日

景德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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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HA026号）

经景德镇市人民政府批准，景德镇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拍卖方式出让以下4（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并指定景德镇市国土资源交易中心组织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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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金
（万元）

4254

7227

7704

8642

起始价

8507.13
万元

36134.7
万元

15407.8
万元

17283.54
万元

有无
底价

有

有

有

有

出让年限

40年

商业40年
住宅70年

40年

40年

绿地率

GAR≥
30%
GAR≥
30%
GAR≥
20%
GAR≥
20%

建筑密度
（建筑系数）

D≤40%

D≤30%

D≤40%

D≤40%

容积率

FAR≤1.8

1.0≤
FAR≤2.0

FAR≤2.0

FAR≤20

土地用途

商业用地

商住用地

商业用地

商业用地

地块面积

18904.74
平方米

66916.11平
方米

24751.49
平方米
27764.72
平方米

地块名称

科创园地块

梧桐大道北侧白果树
A地块

梧桐大道北侧白果树
B-1地块

梧桐大道北侧白果树
B-2地块

地块
编号

DHA20
17067
DHA20
17068
DHA20
17069
DHA20
17070

序
号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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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2月07日至2017年 12月

27日 登录江西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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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7日 12时00分。

温馨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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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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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HA2017071号地块：2017年12月28日10时30分。
DHA2017072号地块：2017年12月28日10时30分。
DHA2017073号地块：2017年12月28日10时30分。
拍卖网址：江西省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

统（http://www.jxgtzyjy.go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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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承当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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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XP、Win7；浏览器请使用

IE8.0、IE9.0、IE10，其它操作系统与浏览器可能会影响您
正常参与网上交易活动。数字证书驱动请到江西CA官
方网站下载，并正确安装。请竞买人在竞买前仔细检查
好自己电脑的运行环境，并先到网上交易模拟系统练
习，以免影响您的报价、竞价。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798-8259003、8259005
联系人：徐春保、詹华锋

景德镇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12月7日

景德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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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HA027号）

经景德镇市人民政府批准，景德镇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拍卖方式出让以下3（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并指定景德镇市国土资源交易中心组织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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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金
（万元）

13417

13606

12173

起始价

26833.03
万元

27212.87
万元

24346.12
万元

有无
底价

有

有

有

出让年限

40年

40年

商业40年
住宅70年

绿地率

GAR≥
20%
GAR≥
20%
GAR≥
25%

建筑密度
（建筑系数）

D≤40%

D≤40%

D≤35%

容积率

FAR≤1.2

FAR≤1.2

1.0≤
FAR≤2.3

土地用途

商业用地

商业用地

商住用地

地块面积

99381.61
平方米
100788.4
平方米
40576.86
平方米

地块名称

横溪桥水库以西一号
地块

横溪桥水库以西二号
地块

景德大道北面（百福佳
苑）东南侧地块

地块
编号

DHA2017
071

DHA2017
072

DHA2017
073

序
号

1

2

3

武警景德镇市支队后勤处遗
失由中国农业银行景德镇分行枫
兴支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4220000178001，特此声
明。

景德镇市鑫源通商贸有限公
司遗失由中国工商银行景德镇新
厂支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4220000777502，特此声
明。

王建强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360202600019499，
特此声明。

景德镇市恒运物流有限公司
遗失牌照，赣H99252，特此声明。

景德镇恒达物流有限公司遗
失牌照，赣H80118，特此声明。

景德镇恒达物流有限公司遗
失牌照，赣H81977，特此声明。

景德镇景宁物流有限公司遗
失牌照，赣H93319，特此声明。

景德镇宝达汽车销售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证 号 ：
360200210038024）， 经 公
司股东会决议批准，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清算组由吴来乐、吴月

丽、余亚瑜组成，吴来乐
担任组长，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
告。

景德镇宝达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6日

遗失启事 注销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