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赤土拍卖P（2020）09-1号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结果公告

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委托武汉市泰和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对赤土拍卖P
（2020）09-1号国有建设使用权公开出让，现将出让
结果公告如下：

（一）地块编号：P（2020）09-1号;
（二）宗地位置：赤壁市赤马港办事处赤马港社区

二组，陆水湖大道东侧
（三）出让面积：3127.31㎡(约4.69亩)；
（四）容积率：＜1.05；
（五）土地用途：商住用地 ；
（六）出让年限：商业40年、住宅70年；
（七）供地方式：拍卖；
（八）起始价：469.30万元；
（九）交易结果：495万元；
（十）公告时间：2020年3月31日至2020年4月

22日
（十一）出让结果：2020年4月23日；
（十二）受让人：尹启发；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4月24日

赤土拍卖P（2020）02-1号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结果公告

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委托湖北朗轩拍卖有限公司对赤土拍卖P（2020）
02-1号国有建设使用权公开出让，现将出让结果公
告如下：

（一）地块编号：P（2020）02-1号;
（二）宗地位置：赤壁市赤马港办事处赤马港社

区，西邻陆水河（地块二）；
（三）出让面积：3646.97㎡(约5.47亩)；
（四）容积率：＜3.6；
（五）土地用途：商住用地 ；
（六）出让年限：商业40年、住宅70年；
（七）供地方式：拍卖；
（八）起始价：1065.83万元；
（九）交易结果：2610万元；
（十）公告时间：2020年3月31日至2020年4月

22日
（十一）出让结果：2020年4月23日；
（十二）受让人：湖北中闽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4月24日

赤土拍卖P（2020）03-1号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结果公告

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委托湖北中盛拍卖有限公司对赤土拍卖P（2020）
03-1号国有建设使用权公开出让，现将出让结果公
告如下：

（一）地块编号：P（2020）03-1号;
（二）宗地位置：赤壁市赤马港办事处赤马港社

区，西临陆水河地块三
（三）出让面积：649.79㎡(约0.97亩)；
（四）容积率：＜3.6；
（五）土地用途：商住用地 ；
（六）出让年限：商业40年、住宅70年；
（七）供地方式：拍卖；
（八）起始价：185.34万元；
（九）交易结果：495万元；
（十）公告时间：2020年3月31日至2020年4月

22日
（十一）出让结果：2020年4月23日；
（十二）受让人：湖北中闽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赤土拍卖P（2020）01-1号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结果公告

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委托湖北德润古今拍卖有限公司对赤土拍卖P
（2020）01-1号国有建设使用权公开出让，现将出让
结果公告如下：

（一）地块编号：P（2020）01-1号;
（二）宗地位置：赤壁市赤马港办事处赤马港社区

西邻陆水河（地块一）;
（三）出让面积：3795.85㎡(约5.69亩)；
（四）容积率：＜3.6；
（五）土地用途：商住用地 ；
（六）出让年限：商业40年、住宅70年；
（七）供地方式：拍卖；
（八）起始价：1082.7万元；
（九）交易结果：1140万元；
（十）公告时间：2020年3月31日至2020年4月

22日
（十一）出让结果：2020年4月23日；
（十二）受让人：湖北中闽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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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温氏黎首高效养殖小区建设项目环评征求意见公示
我公司《咸宁温氏黎首高效养殖小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规定，现向公众征求意见。

1、报告及《公众意见表》查阅方式
（1）链接：http://sthjj.xianning.gov.cn/xxgk/hjjgxxgk/

hpsp/zytz/202004/t20200420_1976474.shtml；
（2）纸质版可至我公司查阅或获取。
2、征求意见公众范围：受项目影响并直接涉及环境权益的团

体、公众等对项目有关环保方面的意见及建议。
3、反馈方式（电话、邮件及信函）：联系人：刘高飞 ，电话：

0715-8873298，地址：咸宁市咸安区贺胜桥镇。
4、公示时间：2020年04月20日-04月30日。

咸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就《咸宁市第一人
民医院传染病大楼建设项目》委托环评单位
开展环评工作，现已形成《咸宁市第一人民
医院传染病大楼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的要求，现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有关的意见。现将咸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传
染病大楼建设项目有关信息公开如下：

单位名称：咸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联系人：陈晓莉
联系电话：13971825568
邮箱：2282927198@qq.com
地址：咸宁市咸安区咸安大道298号，

咸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预留用地内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

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链接：
（https://pan.baidu.com/s/

1bJ_kaaE_I7WDcoOaHZKLCA 提取码：
ndbr）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请到
以上地址联系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

人和组织，鼓励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公众可按照下方链接格式填写意见

表，请填写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建议
和意见（注：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规定，涉及征地拆迁、财产、就业等与
项目环评无关的意见或者诉求不属于项目

环评公参内容，公众可以依法另行向其他
有关主管部门反映）。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
1rbF3XcM8I9V18mWOfFosmw

提取码：y2az
四、提交公众意见表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任何单位和个人可在公示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
电话联系方式，将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
意见和建议反馈至我单位。在提交意见时，
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交有
效的联系方式及常住地址，以便根据需要反
馈，您的个人信息未经允许不会对外公开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0年4月22日-2020年5月7日。

咸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传染病大楼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
《咸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规则》等有关规定，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湖
北省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定于2020年4月24日至2020年5月29日在网上交易系统
公开挂牌出让赤壁网挂G【2020】17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授权赤壁土地储备交易中
心具体承办，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网上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备注：出让地块的详细规划条件以赤壁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规划设计条件
通知书》为准。（宗地的四至见挂牌宗地图）

二、竞买人资格及其他要求：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
可申请参加竞买（法律法规限制的除外），均
可通过网上注册参加报价竞买。申请人可
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联合申请应
明确联合竞投所涉及的企业出资比例、签订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受让
人），参加竞买须提出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
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应文件资料。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
不设底价，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
出让在互联网上交易，即通过湖北省咸宁市
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进行。凡办理数字
证书，按要求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的申请
人，方可参加网上挂牌交易活动。

五、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
体要求，见《咸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挂牌出让规则》、《咸宁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
系统操作说明》和《赤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网上挂牌出让须知》等文件，有意竞买人可
登录咸宁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http://

219.139.108.3/GTJY_HBXN/）查询。申请
人可于2020年4月24日至2020年5月27日
在网上浏览或下载本次挂牌出让文件，并按
上述文件规定的操作参加竞买。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纳
保证金截止时间为2020年 5月27日下午
16:00 时，G[2020]17 号网上报价时间为
2020年5月16日上午8时00分到2020年
5月29日上午10时00分止

挂牌报价时间截止时，经系统询问，有竞
买人表示愿意继续加价的，系统将自动转入
网上限时竞价程序，通过竞价确定竞得人。

七、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土地储备
交易中心对本次网上挂牌出让活动不另行
组织现场踏勘和地块情况介绍，竞买人可在
公告期间自行现场踏勘。

八、如果在使用湖北省咸宁市国土资源网
上交易系统过程中遇到问题或困难，请在分清
问题类型的同时，与下列有关工作人员联系：

土地交易业务咨询电话：石先生0715-
5889579

数字证书办理及咨询电话：姜女士
15629968858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O二0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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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赤壁网挂G【2020】17号

机构改革后，市档案局调整为在市委办公室挂牌，
市档案馆为市委直属事业单位。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办公室职责与市委党史研究室整合，组建市史志研究
中心。现拟注销原市档案局(方志办)法人证书(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124212 00MB0X85577X)。证书正本因
故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特此公告。
咸宁市档案局

2020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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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市贺胜温氏禽畜有限公司环评征求意见公示
我公司委托大容环境湖北有限公司承担咸宁温氏郑良高效

养殖小区建设项目环评工作。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规定，现向公众征求意见。

1、报告及《公众意见表》查阅方式
（1）网 站 链 接 ：http://sthjj.xianning.gov.cn/xxgk/hjj-

gxxgk/hpsp/zytz/202004/t20200420_1976473.shtml；
（2）纸质版可至我公司查阅或获取。
2、征求意见公众范围：受项目影响并直接涉及环境权益的团

体、公众等对项目有关环保方面的意见及建议。
3、反馈方式（电话、邮件及信函）：刘高飞，0715-8873298，

邮箱：399609538@qq.com，咸宁市咸安区贺胜桥镇。
4、公示时间：2020年4月20日-4月30日。

陈应继遗失高新温泉得渔台鱼馆增值税普
通发票2张，发票号码：11669497、11669498，特
声明作废。

阮舰遗失温泉佳缘商务宾馆税控盘和发票100
份，税号：42120219920506137001，发票号码：
28103894-28103899、03423872-03423965，特
声明作废。

咸宁市非税收入管理局遗失武汉云聚兴财
科技有限公司开具的“研发和技术服务费-2019

年技术服务费”发票一张，发票号码：37279517，
金额20000元，特声明作废。

赤壁市城区宝城路卢翔合作厅遗失2017年
5月3日代理商贰仟元押金收据一张，收据号：
9529654，特声明作废。

蔡丽遗失鄂L1H313（黄色）号车辆道路运输
证，证号：421202203517，遗失鄂L3826 挂（黄
色）号车辆道路运输证，证号：421202203732，特
声明作废。

湖北澜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遗失行政公章、
财务专用章以及法人章（沈茂华印）各一枚，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21200MA48R6UW8R，特声
明作废。

钱涛遗失鄂L46096号车辆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证，证号：421223103209，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泰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遗失财
务专用章以及法人章（甘金平印）各一枚，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2120078818625X5，特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名医风采
赵正据，教授，主任医师,专长：骨外科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骨伤分会委员，咸宁

市外科学会常委，咸宁市外科学会骨科分会副主
委，咸宁市知联会理事，长期从事骨科临床及外
科教学工作，擅长四肢复杂骨折、脊柱和骨盆骨
折等创伤骨科的治疗。

李军，医学硕士，副主任医师
咸宁市医学会普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

员。从事普外科临床工作20余年，对普外科各种
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具有丰富经验，擅长普外
科经腹腔镜手术、乳腺疾病的微创治疗。主持并
参与了多项课题研究，发表论文十余篇，主编、参
编专著5部。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外科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
了5个特色鲜明的专业和学科方向：普外科、骨外科、泌尿外
科、心胸外科、手足外科。其中教授、主任医生3人，副主任医
生4人，主治医生8人，并配有腹腔镜、超声刀、麦默通、C臂
机、胆道镜、关节镜等各种进口设备齐全。

外
科
简
介

医院地址：湖北省咸宁市温泉马柏大道168号（东门）/茶花路58号（西门）
健康热线：0715—8102616

医院简介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临床医学
院/咸宁市精神卫生中心，三块牌子一套班
子。医院座落于咸宁市温泉老城区,占地面积
53.6亩，建筑面积约5万平方米。医院（医学
院）现有职工500人，其中正高职称29人，副高
职称65人；博士27人，硕士52人；二级教授4
人，三级教授4人；国务院津贴专家1人，省政
府津贴专家5人，楚天学者和彩虹学者4人。

医院是湖北科技学院直属的二级甲等综
合医院，开放病床650张。开设有内科、外
科、妇产科、儿科、精神科、老年科、心理科、中
医康复科、感染性疾病科、肿瘤科、五官科、皮
肤科、体检中心、检验科、病理科、放射科、超
声科、机能科等临床医技科室；购置有磁共振
（MRI）、CT、彩超、全自动生化分析仪、DR
机、数字胃肠机等一系列先进的大中型诊疗
设备。

医院秉承“科教创院、人才强院、特色兴
院”的办院理念和“为病人谋福利、为咸宁添
活力”的服务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的身心健
康服务。

打击假冒伪劣，保护知识产权！庆祝第20个世界知识产权日！
——咸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 咸宁市打击侵权假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新组建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
局），克难奋进，积极作为，以奔跑的姿态接力知识产权工
作新征程，深入开展知识产权宣传培训活动，强化知识产
权服务，强力打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为咸宁高质量发展
添砖加瓦。

2019年，咸宁市申请各项专利4336件，其中发明专
利申请601件；授权各项专利2158件，其中发明授权83
件；PCT国际专利申请9件；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约为
1.75件。湖北科技学院发明专利申请位列全省大专院校
第19位，咸宁鸿信专利代理事务所专利代理申请位列全

省代理机构第19位。全市注册商标申请6050件，注册
5386件，有效总量17670件，中国驰名商标22件，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29件。

全方位开展知识产权宣传活动

开展知识产权进高校、进企业、进校园“三进”活动，
举办知识产权知识讲座、开展培训、知识竞赛、问卷调查
等宣传活动，充分利用微信、报纸、电视等媒体扩大覆盖
面、提高参与度,进一步提升社会公众意识，营造良好氛
围。成功协办“湖北省“4·26”世界知识产权日侵权假冒
商品集中销毁活动”，取得极大的社会震慑效果，树立了
我市知识产权保护良好的国际形象，获得国家总局、省、
市政府高度肯定。组织企业参加湖北省高价值地理标志
大赛，共有7家咸宁地标品牌杀入半决赛，其中“崇阳麻
花”荣获金奖。

“面对面”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服务

围绕市场主体在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各阶段的不
同需求进行对口服务，重点对光电子、机械制造、新能源、
生物制药等优势产业和驰名商标、优势地标企业（协会）
强化知识产权服务，塑造良好创新创业环境。开展知识
产权“面对面”活动，宣传知识产权法规政策，指导实施知
识产权战略，收集企业诉求。指导申报中小学知识产权
教育试点项目2件，指导申报省知识产权“三大工程”项
目49件，入选10件。

目前，我市共有3个省知识产权管理项目，省知识产
权双创服务基地2个，省级知识产权试点学校6家，赤壁
市、咸安区入选湖北省知识产权强县工程示范县(市、区)
名单，通城县获批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试点。

多形式举办知识产权教育培训

面向高校师生就高校知识产权培育、科技成果转化、
创新创业指导等内容开展《知识产权助力大学师生创新
创业》讲座，面向科技创新企业就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
护举办了《企业知识产权策略》培训班，面向全市知识产
权系统负责人和执法人员就知识产权基础知识进行培
训，协办湖北省“知识产权服务民营企业创新发展培训暨
知识产权‘楚天行’鄂东站活动”，进一步提升了社会各界
对知识产权的认知度、重视度。

“铁拳”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违法行为

严格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加强执法协作。陆续开展
了知识产权“铁拳”行动、专利代理行业“蓝天”专项整治、
打击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等一系列专项行动，大力打击
违法行为；完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协作机制，推进知识产
权维权援助工作；开展重点企业知识产权海外护航工程，
引导企业进行海外知识产权布局，规避侵权和被侵权风
险；以驰名商标、地理标志、涉外商标、老字号注册商标为
重点，不断加大商标侵权及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为品牌
高端化保驾护航。

●姜某侵犯知名体育品牌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案
2019年7月，崇阳县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姜某经营场

所销售的“阿迪达斯”“耐克”商标标识的运动鞋、服装随
机抽样检查，并委托商标权利人耐克创新有限合伙公司、
阿迪达斯体育（中国）用品有限公司鉴定。鉴定结果显
示，当事人销售的上述商品均为假冒耐克、阿迪达斯注册
商标专用权的产品。

针对当事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依据《商标
法》第六十条第二款之规定，执法部门责令其立即停止侵
权行为，没收、销毁尚未销售的侵权商品，罚款3.9万元。

●侯某某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案
2019年6月5日，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向赤壁市

市场局投诉:赤壁市某名烟名酒店销售非其公司生产的
假冒国窖1573酒。当日，赤壁市局对该烟酒店进行检

查，发现其柜台及仓库共有23瓶国窖1573酒。经泸州
老窖公司打假人员鉴定，该酒均为假冒产品。

针对侯某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依据《商标
法》第六十条第二款之规定，执法部门责令其立即停止侵
权行为，没收23瓶假冒国窖1573酒，罚款10000元。

●广州市某日用品有限公司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案
2019年5月8日，通山县市场局在大畈镇白泥村一

带区域检查发现，由广州市某日用品有限公司生产并销
往通山县市场再销售的“伊芙雅”牌牙膏，在牙膏包装上
不醒目标注“伊芙雅”牌注册商标，却使用较大字体醒目
突出标注“云南中药牙膏”字样 ，且标注的“云南中药”字
样与知名品牌“云南白药”牙膏字体相同，极易引人误认
为是云南白药牙膏。经查明涉案货值金额达1万元。

针对当事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依据《商标

法》第六十条第二款之规定，执法部门责令其立即停止侵
权行为，并处罚款35000元。

●嘉鱼某电器有限公司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
商品案

2019年7月3日，嘉鱼县市场局对某电器有限公司
进行检查时发现：该公司正在生产“民杭”牌电磁炉，现场
库存806台；“百球”牌电磁炉，现场库存412台；“PES-
KOE半球”牌电磁炉，现场库存90台。经查明，广东半
球实业集团公司未授权该公司生产“PESKOE半球”牌
电磁炉，该公司生产的“PESKOE半球”牌电磁炉为侵权
产品。

依据《商标法》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执法部门责令
该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生产的侵权产品，罚
款1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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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咸宁市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赤壁青砖茶”色泽青褐，汤色红黄，浓酽馨
香，滋味醇正。全市现有赤壁青砖茶注册商标35
个,茶园面积16.2万亩、砖茶年生产量4.1万吨，收
购消化了我市其他县80%以上，恩施、宜昌、武昌、
孝感、英山地区30%以上的老青茶，成为赤壁市农
民增收脱贫的支柱产业。

赤壁青砖茶充分发挥地理标志在产业扶贫中
的“引擎”作用，采取“地理标志商标+特色产品+
精准扶贫”模式，取得明显成效：一是品牌价格明
显上升。“赵李桥”“洞庄”、“思庄”、“洞圣溢”等商
品在使用了“赤壁青砖茶”证明商标后产品的价格
由原来的2.35万元/吨增长到2.64万元/吨，净增
长12%。产量从21995吨增长到32175吨，产值
从5.1亿元增长到12亿元。二是农民收入提高，
精准扶贫效果显现。品牌效应带来产销两旺，全
市加工企业从 21家增长到 35家，茶叶门店从
2014年的50来家，增至现在的200多家。为调动
广大贫困户的种植积极性，茶企向茶农定向收购
砖茶原料，茶园新增面积1000亩，每年提供劳动
就业岗位2万余个，带动就业人数5.92万人，平均
每户每年带动增收2万元以上，每个贫困村预计
增加15-20%收益，带动了周边40多万亩茶园茶
农增收。

“嘉鱼珍湖莲藕”因入镜《舌尖上的中国I》闻
名全国，2015年注册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湖北
嘉珍生态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该品牌运营
企业，经过近几年的宣传和使用，开发莲藕产品36
种，经销商遍布全国28个城市，年产值8000余万
元，地理标志商标知名度大幅提升，成为推动县域
经济发展、群众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

地理标志商标的使用为嘉鱼珍湖莲藕带来巨
大变化，产品价格得到提升，商标品牌价值凸显。
2015年以前，藕带和莲藕总产值为2100万元，地
标注册后，藕带和莲藕总产值已突破8400万元，
比注册前价格和产量翻了二番、产值翻了四番。

借助品牌效应和当地丰富的莲藕资源，嘉珍
公司利用定向收购带动周边陆溪镇、潘家湾镇、高
铁岭镇、簰洲湾镇等地农户种植莲藕25000亩、藕
带3000亩、湘莲1500亩，种植户3268户，帮扶周
边贫困户312户，吸收100多贫困人员务工，当地
农民从莲藕产业中年收益户均达26000余元。“嘉
鱼珍湖莲藕”的品牌效应，也为嘉鱼乡村游带来了
新的发展契机，武汉及8+1城市圈的广大消费者
纷纷到嘉鱼珍湖旅游观光，带动了餐饮、旅游、住
宿、运输等其他产业发展，为农户增收拓展了新的
渠道，开启致富新路。

嘉鱼珍湖莲藕

赤壁青砖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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