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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告
呼国土储告〔2021〕06号

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呼和浩特市土地收购储备交易中心（以下
简称市土地收储中心）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5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并委托呼和浩特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公开出让。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宗地情况详见“附件：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宗地
基本情况”，宗地面积以实测面积为准。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法人和其他组织符合条件的，均可
参加竞买并单独申请（申请人申请竞买工业用地的还应当符合竞
买地块的产业准入条件）。

三、本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不接受拖欠市本级土地出让价款
企业及其股东申请，也不接受失信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计入呼和浩特
市房地产开发企业诚信监督信用等级评定管理平台D级及以下企业）。

四、本次交易采取挂牌出让方式，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
人。竞买人报价不得低于起始交易价。

五、本次挂牌出让使用权的国有建设用地详细资料和具体要

求，见《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文件》、《土地出让宗地简
介》、《网上挂牌交易操作手册》。

申请人可于 2021年10月11日至2021年11月1日在中国土地
市场网（http://www.landchina.com）、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站
（http://ggzy.huhhot.gov.cn/）查阅挂牌相关信息，并在市公共资源交
易服务中心网站（http://ggzy.huhhot.gov.cn/）下载挂牌文件电子文
本，或者到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5楼土地矿产交易科咨询、获
取挂牌出让有关文件等。

六、申请人应当在2021年11月1日（出让公告期截止日）16时
前，到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办理CA锁及完成企业诚信入库工
作，并登录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站网上挂牌交易系统（http://
ggzy.huhhot.gov.cn/hshy）办理网上报名，完成网上提交报名资料、网
上交纳竞买保证金（以银行到账时间为准）等工作，并向市公共资
源交易服务中心提交加盖公章的报名资料（一份）及挂牌文件规定
的证明文件原件进行现场审核。

七、有意竞买者可自行前往地块进行现场踏勘。市土地收储
中心负责本次挂牌出让活动书面答疑。受理答疑时间截止日为
2021年 10月 22日，竞价期不再受理答疑申请。具体规定详见《出
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文件》。

八、本次挂牌竞价时间自 2021年 11月 2日 9时起至 2021年 11
月 11日 15时 30分止。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上竞价系统接
受竞买人竞买报价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11月11日15时30分。

如果挂牌时间截止时仍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延
时竞价，通过延时竞价系统进行报价，确定竞得人。

九、特别提示
（一）申请竞买资格的截止时间和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

均为2021年11月1日16时。
（二）申请人须使用CA锁登录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上

挂牌交易系统（http://ggzy.huhhot.gov.cn/hshy），需打印并仔细阅读
《呼和浩特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竞买保证金缴纳回执单》注意

事项，按《回执单》要求及时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交纳
时间以资金到账时间为准。

（三）申请人的基本账户是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代收代退
竞买保证金的唯一账户。

十、本次公开出让公告、挂牌文件、宗地简介等如有变更或补
充，以原发布渠道发布的补充公告为准。

十一、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5楼土地矿产交易科（呼

和浩特市新城区丁香路2号）
联系电话：0471—4669396
联系人：魏女士 张女士
附件：1.《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宗地基本情况》
2.《挂牌出让工业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宗地基本情况》

呼和浩特市土地收购储备交易中心
2021年10月11日

宗地编号

2021044

2021045

2021047

宗地位置

察哈尔大街以南、
百合路以东

新华大街以南、锡
林郭勒南路以西

巴彦淖尔南路以
东、滨河北路以北

供地面积

平方米

21994.169

39714.665

51615.741

亩

32.991

59.572

77.424

土地用途（用地性质）

科研用地（科研用地）

地下一层：零售商业用地（商
业用地）；地下二层：交通服务场站
用地（社会停车场用地）；地下部分
底板埋深不大于负20米

城镇住宅用地（二类居住用地）

容积率

<1.5

——

<1.8

建筑
密度

<40%

——

<20%

绿地率

>35%

——

>35%

出让年
限（年）

50

40

70

竞买保证
金（万元）

1550.5889

3396

465

起始交易价
（万元）

1550.5889

6791.2077

2322.7083

竞价递增最小
幅度（万元）

100

200

100

地价款缴清时限

成交价款与起始交易价差额部分价款自成交
之日起30日内缴清

成交价款与起始交易价差额部分自成交之日
起30日内缴清

自成交之日起 1 个月内必须交够成交价款
50%的首付款，剩余价款自成交之日起2年内缴清

公共租赁住
房配建要求

不配建

不配建

不配建

备注

不动产由竞得人自持，不得改变土地
用途，具体详见宗地简介

本宗地为地下空间出让，建设要求和
报名条件具体详见宗地简介

本宗地为单独选址回迁房项目用地，
具体详见宗地简介

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宗地基本情况

宗地编号

工2021004
工2021006

宗地位置

姜家营街以北、18米规划路以西

阿木尔北街以南、金硅路以西

供地面积

平方米

12438.799
23825.631

亩

18.658
35.738

土地用途（用地性质）

工业用地（一类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三类工业用地）

容积率

<0.8
>0.5
<1.0

建筑
密度

>40%
>30%

绿地率

>35%
>35%

出让年限
（年）

50
5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373.164
1107.8918

起始交易
价（万元）

373.164
1107.8918

竞价递增最小
幅度（万元）

50
100

地价款缴清时限

成交价与起始交易价差额部分价款自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缴清

成交价与起始交易价差额部分价款自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缴清

备注

挂牌出让工业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宗地基本情况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
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关于网
络安全工作“四个坚持”重要指示精神
指引下，我国网络安全工作发展进入
快车道，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形成
了一系列生动实践和宝贵经验。

不断夯实网络安全法治基础
法者，治之端也。
近年来，在中央网信委坚强领导

下，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国家网
络安全工作顶层设计和总体布局不断
完善，网络安全“四梁八柱”基本确立。

出台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
人信息保护法、《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
略》《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
例》等网络安全法律法规、战略规划，
网络空间法治进程迈入新时代；

印发《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云计
算服务安全评估办法》《汽车数据安全
管理若干规定（试行）》等部门规章和
规范性文件，国家网络安全工作的政
策体系框架基本形成；

制定发布 322项国家标准，共有 12
项包含我国技术贡献和提案的国际标
准发布，网络安全国家标准体系日益
完善。

万物互联的时代，机遇与风险并
存。

应对网络安全风险挑战，需要防
患于未然。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网
络安全事件应急指挥能力建设，国家
网络安全应急体系日益健全。

与《国家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
有效衔接，金融、能源、通信、交通等行
业领域纷纷制修订本行业领域网络安
全应急预案，安全防护体系不断完善，
应急响应处置能力持续提升。

互联网是人类的共同家园。让这
个家园更美丽、更干净、更安全，是国
际社会的共同责任。

我国不断强化互联网国际治理和
网络安全国际交流合作，推动建立多
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
系。自 2014年起，世界互联网大会已
连续 8年成功举办，关于全球互联网发
展治理的“四项原则”“五点主张”“四
个共同”等中国智慧，得到国际社会的
广泛认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重
要理念深入人心。

全力维护人民群众在网络空间的
合法权益

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广
大人民群众对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
人信息安全的关注度与日俱增。

我国不断健全网络安全审查制度
和云计算服务安全评估制度，开展多
种专项治理行动全力维护人民群众在
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

组织开展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采

购网络产品和服务活动的网络安全审
查，对滴滴、运满满、货车帮、BOSS 直
聘等启动网络安全审查，有效防范采
购活动、数据处理活动以及国外上市
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

同时，组织对面向党政机关和关
键信息基础设施服务的云平台开展安
全评估，加强云计算服务安全管理，防
范云计算服务安全风险。截至目前，
已有 56家云平台通过云计算服务安全
评估。

互联网通达亿万群众。网信事业
要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

为维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2019年
以来，有关部门组织开展App违法违规
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对问题较
为严重的 1000 余款 App 进行公开曝
光。今年，持续深入开展摄像头偷窥等
黑产集中治理，下架违规产品 1600余
件，并对存在隐私视频信息泄露隐患的
视频监控App厂商进行约谈。

依法严厉打击网络黑客、电信网
络诈骗等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违法犯
罪行为，“净网”专项行动深入推进，今
年以来共抓获违法犯罪人员 1.6 万余
名，对其中 6700余人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努力让人民群众在网络空间享有
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全社会共筑网络安全防线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

民，维护网络安全是全社会的共同
责任，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广
大网民共同参与，共筑网络安全防
线。

自 2014 年以来，十部门共同连续
在全国范围举办国家网络安全宣传
周，推动宣传教育进机关、进企业、进
学校、进社区，有效提升全民网络安全
意识和防护技能，在全社会营造“网络
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的良好
氛围。

网络空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
才竞争。

近年来，相关部门与时俱进，推出
一项项强有力的政策举措，助力网络
安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的
良性生态加速形成。

设立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组
织实施一流网络安全学院建设示范项
目，11所高校入选；网络安全技术产业
快速发展，产业增速全球领先；建设国
家网络安全人才与创新基地，开展国
家网络安全教育技术产业融合发展试
验区建设，推动加快网络安全学科建
设和人才培养进程……

网络无边，安全有界。站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我国将全面加强网络安
全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不断打造网
络安全工作新格局。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0 日电 记者
王思北 余俊杰）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
——我国网络安全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上接第1版）但“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努力”，孙中山先生逝世
后，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他的遗愿，
同一切忠于他的事业的人们继续
奋斗，不断实现和发展了孙中山先
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抱负。
从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那一刻起，
中国共产党就始终不渝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100 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
国人民，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
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开辟
了伟大道路、创造了伟大事业、取
得了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
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回望辛亥革命 110 年来的历
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有领导
中国人民前进的坚强力量，这个
坚强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是最根
本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
确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必须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英勇奋
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必须同舟共济，依
靠团结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风险
挑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
仅需要安定团结的国内环境，而且
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这 5
个方面的历史启示，是对近代以后
中华民族发展方向和进程的深刻
把握，是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
途和命运的深刻揭示，是对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历史进
程的深刻洞察，为我们不断把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推向前
进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
循。在历史中汲取智慧，在奋斗中
凝聚力量，把苦难辉煌的过去、日
新月异的现在、光明宏大的未来贯
通起来，激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而奋斗的信心、动力和干劲，
我们就一定能开创属于我们这一
代人的历史伟业。

历史发展从来不是风平浪静
的，而是充满曲折和艰辛的。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困难和
风险要去战胜。一切伟大成就都
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
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新
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
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
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
执政水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推
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增强
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能力，确保中国共产党
始终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
可靠的主心骨；我们必须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
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坚定志不改、道不变的决心，
牢牢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掌握
在自己手中，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和扩
大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满足人民过
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不断推进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我们必须统
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抓住历
史机遇，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
思危，保持革命精神和革命斗志，
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
的伟大斗争，以敢于斗争、善于斗
争的意志品质，坚决战胜任何有
可能阻碍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重
大风险挑战，坚决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我们必须大力弘
扬爱国主义精神，树立高度的民
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紧紧依靠全
体中华儿女共同奋斗，坚持大团
结大联合，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
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广泛凝聚中
华民族一切智慧和力量，形成海
内外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共
襄民族复兴伟业的生动局面；我
们必须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
作、共赢旗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
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加强
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共同反
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做世界
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
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努力为人
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具备了更为完善的制
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
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今天，中华
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欣向
荣的气象，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
迈向伟大复兴。面向未来，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同心同德、携
手并肩，持之以恒向前进、风雨如
磐不动摇，我们就一定能战胜一
切艰难险阻，在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
时代辉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不断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推向前进

10月10日，动车组列车行驶在
江苏连云港市境内（无人机照片）。

10月1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
实行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客货运
输服务将更加便利高效。

■新华社发（王健民 摄）

全国铁路将实行
新的列车运行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