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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九）
爱国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
是从个人行为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
念的凝练。它覆盖了社会主义道德生活的各个领
域，是公民必须恪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也是评价
公民道德行为选择的基本价值标准。爱国是基于
每个人对自己祖国依赖关系的深刻情感，也是调
节个人与祖国关系的行为准则。它同社会主义紧
密结合起来，要求人们以振兴中华为己任，促进
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自觉报效祖国。

献血知识问答
平时体育锻炼能献血吗？
经常体育锻炼，说明您身体健康，有很好的

献血条件，除了献血后24小时内不能做剧烈运动
外，献血不会对您的运动计划带来其他的影响。

爱喝酒的人可以献血吗？
虽然您喜欢喝酒，但也有帮助他人、奉献爱

心的权利啊。只要您能按照献血前注意事项的提
示做好准备，符合献血者健康检查的要求，也能
成为无偿献血队伍中光荣的一员哦。

双创双修

本报乐平讯（柴有江）日前，随着戴村至五一桥公
路（桥）的正式通车，“方便桥”使乐平市名口镇五一桥村
百姓真正圆上了平安过桥、直接上镇进城的梦想。

五一桥村委会地处乐安河、洎水北岸，为名口镇
所辖行政村，共有五一桥、戴家寨、港口、良坑、毛新
代、少畈6个自然村组，总人口1000多人，村民多数为
乐安河、洎水南岸居民迁移过去的后裔。由于隔两条
大河，当地村民要到乡镇、县城所在地，历来都是乘渡
船或经德兴市区绕行乐德公路。明明十几公里、十几
分钟的路程便可到集镇所在地名口，却因无桥无路，
要绕行五十多公里、一个多小时，出行极不方便。

去年，乐平市修通了名口—上南岸—十里岗—五
一桥公路，但对五一桥村百姓来说，虽减少了些路程，

终究还是由过去的绕外县变成了绕外乡，且只能容一
辆农用车单向通行，并没有真正打通上本镇进本城最
近最后的“一公里”。对此，乐平市、名口镇高度重视，
在市交通运输局的大力支持下，通过争取革命老区、
扶贫、新农村建设等项目，投资400余万元，于日前基
本完成由戴村至五一桥村的进（环）村公路（桥）新建
硬化工程，一举解决了五一桥村委会6个村组上千村
民祖祖辈辈平安过桥、直接上镇进城的梦想。

近年，随着名口至上南岸的南岸大桥、戴村至德
兴的洲渡大桥的建成通车，名口到十里岗、到德兴都
由天堑变了通途，唯一为乐安河、洎水两河夹峙的五
一桥村百姓却始终望河兴叹。如今，他们终于迎来了
心心相牵的“致富路”“方便桥”。

据名口镇人大主席黎新介绍，新建成的戴村至
五一桥的进（环）村公路（桥）全长5.9公里，宽4.5
米。其中的关键性控制工程戴村中桥长83米，宽5
米，引道长600米。路、桥的建成通车实现的不仅是
五一桥百姓世代就近直接上镇进城的百年梦想，还
将六个村组以硬化水泥路形式连成一个循环体，彼
此间通行顺畅无阻。

玉带飞舞两河畔，山村处处通坦途。名口镇党委
委员、常务副镇长朱胜林表示，南岸大桥、洲渡大桥、
戴村中桥等一座座跨河桥梁与引道的建成通车，给名
口这个过去由于路、桥的桎梏而发展缓慢的偏僻小镇
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一座座桥梁、一条条道路连接起
的一幅幅乡村振兴画卷，正在名口徐徐展开。

五一桥百姓梦圆“方便桥”

初夏时节，笔者走进位于浮梁县湘湖镇进坑村
钟家坞的梦溪山庄，只见这里瓜果飘香、鸡鸭嬉
戏、鱼儿欢跃、山羊成群，游客络绎不绝，呈现出
一派风光迷人、旅游火爆的景象。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渐从城市到农
村，追求自然田园生活。为响应当地党委政府“建设
秀美乡村，发展乡村旅游”的号召，该村青年农民李国
文自筹资金200多万元，于2018年5月创办起梦溪山
庄，租用荒田荒地荒山30余亩，种植蔬菜及西瓜、桃、
李、枇杷等瓜果20多亩，放养山羊40多头和鸡、鸭、鹅

100多羽及各种水产鱼类600余尾。经过三年来的精
心打造，如今，梦溪山庄初具雏形。目前，建有餐饮包
厢6间及竹板浮桥、石拱桥及假山各1座，安装红灯笼
60多盏，开设了餐饮、自助烧烤、垂钓等旅游服务项
目。逢年过节，该山庄还推出宰土猪、打麻糍、制粿粑
等一系列农家美食，让游客吃好玩好，尽兴而来，满意
而归，从而促进了旅游经济的发展。2019年，该座山
庄创产值达200多万元。

庄主李国文告诉笔者，乡村是乡村旅游的主战
场，投资、经营管理、从业人员都要依靠农民，依

赖乡村。乡村旅游的大发展，盘活了农村闲置土
地，解决了农民增收脱贫的问题。仅这座山庄就安
置当地村民就业20多人，年人均务工收入都在2万
元以上。

为做大做旺乡村旅游，李国文表示，下一步计
划扩建餐饮包厢10间，建造民宿12间300多平方米
及农副产品展示厅100平方米，同时，增设水上乐
园、户外拓展等旅游服务项目，融吃住娱乐，休闲
体验为一体，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休闲旅游，让
乡村旅游真正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产业。

乡村环境美带动旅游火起来
特约通讯员 汪圣林

为保障道路交通安全，
我市部分交通要道或者桥梁
对车辆通行都有限高限重的
规定，瓷都大桥设置限高栏
杆就明显标识车辆限高 3.1
米，限重20吨。

5月18日下午，记者看
到，一辆货车因车后篷超过
限制高度而无法通行，公安
交警及时赶到，指挥疏导车
辆从匝道绕行，桥头交通得
以恢复平稳有序。

（本报记者 吴立群 摄）

我市自“双创双修”活动
开展以来，城市环境和面貌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
生态修复、城市功能修补，城
市形象的提升，一些老城区、
老里弄慢慢地从人们的视野中
消失，为留住这些往日韶华，
市城建档案馆 《景德镇老弄旧
事》 项目启动，在聘请有关专
家学者参与的同时，还向国内
外景德镇籍人士及市民征集老
弄旧事的照片和故事。

“双创双修”是一项利国利
民的系统工程。关键在于如何
把握理念、规划、历史三个方
面的度。从理念上说，对于具
有千年陶瓷历史文化积淀的瓷
都 景 德 镇 ， 对 老 城 区 、 老 窑
址、老厂房的保护，应该修旧
如旧。从规划上说，对老城区
的改造，立足于修。景德镇因
河建窑，因瓷立市；为防止洪
水对窑炉的侵蚀，逐渐将窑炉
迁往市区高处，以窑成弄，这
种里弄文化以陶瓷为载体，在
中国独特、在世界独有，是陶
瓷文化传承创新的源头。“源头
自有活水来”这也正是景德镇
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
的魅力所在。

编篆 《景德镇老弄旧事》
是一项承接历史，讲好景德镇
故事，与世界对话的平台。以
陶 瓷 历 史 文 化 为 主 线 ， 真 实
地、系统地、全面地，通过里
弄还原千年陶瓷历史文化的老
故事、老趣事、体现景德镇里
弄独特的陶瓷历史文化底蕴；
通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给
当代社会和我们下一代人，提
供一部可参考、可借鉴、可自
豪的陶瓷历史文化教材和工具
书。

编篆 《景德镇老城旧事》，
是为了留住城市的记忆、留住陶瓷历史文化的根
脉、留住人们的乡土情怀，它与“双创双修”是
相辅相成。要在保护“老城区、老窑址、老里
弄”的前提下，修补城市功能；在修补城市功能
中，更有效地保护“老城区、老窑址、老里弄”，
两者并驾齐驱，比翼双飞。

编篆《景德镇老城旧事》，是为策应景德镇国
家陶瓷历史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的具体体现，希
望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和鼎力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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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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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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出让按照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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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月21日至2020年06

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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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月22日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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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竞
买人本人账户以外的其他账户缴纳的竞买保证金，
网上交易系统不予受理，竞买人不能获得竞买资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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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时间及网址
挂牌报价时间为：
DHD2020042号地块：2020年 06月 14日 09时

00分至2020年06月24日09时40分。

DHD2020043号地块：2020年 06月 14日 09时
00分至2020年06月24日10时20分。

DHD2020044号地块：2020年 06月 14日 09时
00分至2020年06月24日10时50分。

DHD2020038号地块：2020年 06月 14日 09时
00分至2020年06月24日09时50分。

DHD2020052号地块：2020年 06月 14日 09时
00分至2020年06月24日10时00分。

挂牌网址：网上交易系统（http://jxgtjy.jxsggzy.
cn/）。

六、出让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

出让须知及其他出让文件。挂牌出让须知及其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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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挂牌报价截止之前，竞买人至少
进行一次有效报价才有资格参加限时竞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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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798-2625273
联系人：魏玮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05月21日

浮梁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挂牌公告
（赣国土资网交地[2020]HD013号）

经浮梁县人民政府批准，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以下5（幅）地块的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并指定浮梁县国土资源交易中心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序
号

1

2

3

4

5

地块
编号

DHD20
20042

DHD20
20043

DHD20
20044

DHD20
20038

DHD20
20052

地块
名称

鹅湖镇
高岭中国村

鹅湖镇
高岭中国村

鹅湖镇
高岭中国村

浮梁镇查大村

三大公路北侧（三龙
垃圾处理场西侧）

地块
面积

4.5
亩

6.78
亩

24.62
亩

11.02
亩

8.44
亩

土地
用途

商业用地（旅
馆用地）

商业用地（旅
馆用地）

商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容积率

FAR≤1.0

FAR≤
0.4

FAR≤
0.4

1.0≤
FAR≤1.4

1.0≤
FAR≤1.5

建筑
密度

D≤35%

D≤30%

D≤30%

30%≤
D≤50%

D≤40%

绿地率

GAR≥
30%

GAR≥
40%

GAR≥
40%

GAR≤
20%

GAR≤
20%

出让
年限

40年

40年

40年

50年

50年

有无
底价

无

无

无

无

无

起始
价

70万
元/亩

70万
元/亩

70万
元/亩

20万
元/亩

20万
元/亩

保证金
（万元）

230

350

1200

160

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