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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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7、08、0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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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定于2021年3月12日至2021年4月16日在
网上交易系统公开挂牌出让赤壁网挂G【2021】07、08、09号“标准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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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该地块《产业项目投资建设
要点》为准。（宗地的四至见挂牌宗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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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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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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 局 网 上 交 易 系 统（http://
219.139.108.3/ ）查询。申请人可于 2021 年 3 月 12 日至
2021年4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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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14日下午16:00时，

G[2021]07号网上报价时间为2021年4月3日上午8
时00分到2021年4月16日上午10时10分止

G[2021]08号网上报价时间为2021年4月3日上午8时
00分到2021年4月16日上午10时20分止

G[2021]09号网上报价时间为2021年4月3日上午8时
00分到2021年4月16日上午10时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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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先生 1587201193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O二一年三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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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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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定于2021年3月12日至2021年4月16日在网上交易系统公开挂牌出让赤壁网挂G
【2021】06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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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底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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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湖北省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网上交易系统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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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网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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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和规划网上交易系统（http://
219.139.108.3/GTJY_HBXN/）查询。申请人可于2021年3月12日至

2021年4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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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
月14日下午16:00时，

G[2021]06号网上报价时间为2021年4月3日上午8时00分到
2021年4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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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和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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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先生 15872011934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O二一年三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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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咸宁监管分局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咸宁监管分局批准, 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宁供电社区支行于2021年3月5日终止营业，
现予以公告。

2021年03月8日
机构名称：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宁供电社区支行
设立日期：2016年12月29日
发证日期：2017年10月09日
机构地址：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文笔路29号
机构编码：B0009S342120006
许可证流水号：00503698
联系电话：0715-8892896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咸宁监管分局
以上相关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

cbrc.gov.cn）查询。

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1年4月12日上午10时

在嘉鱼县嘉鱼大道48号嘉鱼县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综合大楼内509室举行嘉鱼南嘉投资有限
公司受让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省分公司原湖北岐丰管业有限公司的不
良资产债权（建设银行抵押资产债权）专场拍卖
会，此项不良资产债权参考价约2450万元。

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4月9日下午17
时前（以实际到账时间为准）交纳100万元竞买
保证金汇入指定银行账户，并按要求携带竞买
保证金缴存凭证、有效身份证件、相关资质证明
等到嘉鱼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408室办理竞买
登记报名手续。

注：1、竞买资格具体见《拍卖文件》。
2、按照防疫要求，进入拍卖会现场人员

自觉接受体温测量、佩戴口罩、携带居民身份
证、出示个人健康码绿码、体温不超过37.3℃，
方可入场。

竞买保证金开户单位：湖北中成拍卖有
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
宁金厦支行

账 号：17680801040008805
展示时间：2021年4月7日至4月9日
咨询地点：嘉鱼南嘉投资有限公司（嘉鱼

县花园澥路8号三楼8312室）
拍卖公司联系电话：0715-8130288

18107151110 刘先生
公司地址：咸宁市邮电路69号添地缘小

区A1栋3单元201
湖北中成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3月12日

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赤壁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赤土网挂G
（202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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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网挂G
（2021）03号

（二）宗地位置：赤壁市中伙铺
镇南山村2020-交易-K-6号地块

（三）出让面积：73839.39(折
110.76亩)

（四）容积率：﹥1.0；
（五）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六）出让年限：工业50年；
（七）供地方式：网挂；
（八）起始价：1149万元；
（九）成交价：1149万元；
（十）公告时间：2021年2月2

日至2021年3月8日
（十一）成交结果时间：2021年

3月10日；
（十二）受让人；赤壁市交投集

团盛源道路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3月11日

赤土网挂G（2021）03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结果公告

电话：3066175 3066171 3066230

崇阳县中医院骨伤科崇阳县中医院骨伤科

大幕乡东源花乡

“东源花乡”是咸安区大幕乡打造的探春赏花乡村游重点品牌，位于大幕乡东
源村。村庄总面积15平方公里，山顶有上万亩的野樱花群，半山有万亩竹海，山脚
是一片片金色的油菜花海，总面积2000 多亩，从港背畈到章贵一直延伸到大幕山
脚下，一眼看不尽全景，形成错落有致的美丽山水画卷，别有一番趣味。

地点：咸安区大幕乡东源村
玩法推荐：大幕山赏樱；白云山茶香竹海；龙湖山庄（农家乐）

吃在咸宁

在位于温泉淦河大道的南岛咖啡餐厅内，我第一次吃
到了嘉鱼恋虾这道菜。口感鲜香滑嫩，吃起来别有一番风
味。听说这道菜是店内独创的菜式，便慕名来到后厨一探
究竟。

餐厅后厨为开放式的，但客人在外面闻不到油烟，也
能对自己吃到嘴里的菜式做一些了解。

听说我还要再点一道嘉鱼恋虾，并且想看看制作的大
致过程，厨师李振冬用娴熟的刀功开始了他的表演。

他在旁边的活水池里挑了一只胖头鱼。胖头鱼大家
都知道以头大闻名，其实它还有很多别的名字。比如鳙
鱼、熊鱼、花鲢、黑鲢等。胖头鱼体侧扁，头极肥大，富含丰
富的蛋白质、磷脂，胶质较多，是众多爱吃鱼的居民的首
选。

“胖头鱼一般都是用来做砂锅鱼头、鱼头炖豆腐。嘉
鱼恋虾是用胖头鱼和虾头先熬出汤底。”餐厅老板石恒在
旁介绍道，嘉鱼恋虾这道菜起源于嘉鱼簰洲鱼丸，这也是
以楚菜大师卢永良传统改良创新而成。店里供给客人吃
的水产大部分为本地的江鱼。餐厅在源头便会选用最新
鲜可口的原材料。

说话间，李师傅已经将胖头鱼的头鱼、鱼身进行了处
理，然后又从水池里捞出了二十尾基围虾，将虾线取出后，
又将虾头、虾身分别装进了不同的容器里。鱼头下油锅煎
至两面黄后，又倒下了部分虾头，两分钟后，加入清水，盖
盖熬煮。

“这锅汤要熬2个多小时，尝了你就会知道味道如何
了。”李师傅笑意满满地说。

这期间，李师傅又迅速处理鱼身，将鱼刺尽数剔除，将
虾身和鱼肉放至砧板上，双刀开始出力，将鱼肉和虾肉搅
打至碎末，手工捏制做成鱼圆，下进鱼头汤里。

“鱼头虾头炖汤，鱼肉和虾肉打碎做成圆圆的丸子。”
透明的橱窗前，瞬间挤满了像记者一样好奇的顾客。

白色中透着粉色的鱼虾丸子，和乳白色的鱼汤一起，被
装进透明的玻璃碗中，看起来就非常有食欲。靠近白色的热
气之上，满满的鱼香味扑面而来，香甜味仿佛带我来到了春
光下的江边，一片白色的轻沙从我身边飘过，撩动着我的心
弦，我轻踏软软的沙滩，身心放松的享受眼前的美景。

菜品的层次感，烹饪手法多元化，视觉上思路清晰，颜
色、食材结合现代科学养生。传统的嘉鱼鱼圆加上鲜虾二
者平衡双倍提鲜，嘉鱼恋虾以其独特的吃法和鲜美的口感
加上艺术的装盘设计而深得我心。在2020年全市职工烹
饪技能大赛暨“十大美食”评选中，嘉鱼恋虾以其独特的吃
法和鲜香的口感入围。

嘉鱼恋虾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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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旅游出行安全提示
牛年春来早，现春暖花又开，草长莺正飞。春季万物

争春，是踏青赏花出游高峰时段，市文化和旅游局特别提
示广大游客朋友和全市A级旅游景区：

1、要提高自身安全防护意识，要做好外出时个人饮食
安全、行车安全、踏青安全，切实珍惜生态植被，爱惜花草，
文明出行、文明赏花、文明示范。

2、提升户外（林区）用火安全意识，务必做到严禁带火
种上山和在林区内禁止吸烟、禁止鸣鞭、禁止烧纸和使用
明火，为安全旅游、文明旅游做出积极贡献。

3、全市A级旅游景区，特别是林地、山地资源较多较丰
富的旅游景区，要加大对景区游客防灭火知识宣传提示，组
织开展重点时段（踏青赏花季）野外防灭火工作巡查检查，切
实做实森林防灭火应急预警预报和科学应对处置各项工作，
为文化和旅游市场提供安全有序经营环境。（本报综合）

出行贴士

油菜花 黄金海油菜花 黄金海

高桥镇油菜花海

金灿灿的油菜花田整齐划一，连成一片金色的海洋，它展现的，不是小家碧玉
般的温婉，而是豪爽奔放的壮观，蜂蝶也被这成片花田吸引，留恋不返。游人穿行
在田埂上，就像跳动的音符，远远望去，菜花、游人、民房构成一幅精美的乡村水彩
画，如此春色美景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赏花踏青。

地点：咸安区高桥镇
玩法推荐：萝卜公社景区（游玩、用餐、住宿）；在高桥镇就近选择农家乐（高桥

萝卜）；澄水洞景区

马桥油菜花海

马桥镇的油菜花海景区近年来进行了低产农田改造，修了公厕，做好古井，建
观景台，木栈道，稻草人，打造花海迷宫等，打通了纵横交错田间赏花道6条近10公
里，花海面积达3000余亩，形成环形赏花圈。

地点：咸安区马桥镇曾铺村
玩法推荐：马桥垅口村垅口冯（名相故里）；桂花镇（千年古桂）；金桂湖（休闲山

水）；刘家桥（古民居、用餐）

双溪油菜花海

双溪油菜花基地，无污染、无公害油菜连片种植。
每年春暖花开，片片金色的海洋，阵阵油菜花的清香，仙岛湖送来的缕缕暖风，

一片片黄橙橙的油菜花，绿叶托着金黄，在田野中轻轻摇曳，令人陶醉，流连忘返。
田园黄金遍地，山峦青翠层叠，庭院桃李争艳，极目远舒，一幅美丽的田园山水画卷
尽收眼底。

地点：咸安区双溪镇双溪村
玩法推荐：双溪杨堡（蔬菜采摘）；贺胜鸡汤小镇（特色美食街）

汀泗桥镇黄荆塘花海

黄荆塘村有千余亩连片的油菜花田。茶山与花田错落有致、遥相辉映，一花一
茶、一黄一绿，形成了一幅美丽的画面，是生态田园风情游的好去处。

从茶园大门出发，沿旅游便道穿过万亩茶园至茶山山顶。明媚春光下，油菜花
铺天盖地。

全长9.1公里的黄荆塘村产业路，串连万亩菜园、油菜花海和神童牧业等产业
园区和观光点，建成通车后成为颇具人气的旅游“打卡地”。

地点：咸安区汀泗桥镇黄荆塘村
玩法推荐：黄荆塘万亩茶园（采茶、踏青）；汀泗古街；汀泗农家乐；北伐战役纪

念馆；汀泗桥烈士陵园

嘉鱼境内油菜花

碧云天，黄花地，远山如黛，春水含情。嘉鱼县陆溪镇和潘家湾镇农家自种成
片的油菜花田，两处面积均有1000余亩。村庄、农田、油菜花海相互交映，绿色的早
稻苗和金色的油菜花形成自然的“花海浪”，属于植物和花粉的清香随春风扑面而
来。

地点：嘉鱼县陆溪镇、潘家湾镇、新街镇茅洲垴村
玩法推荐：田野乡村公园（国家4A级景区）；嘉鱼康丰源生态旅游区；二乔公园

（赏花、踏青）；忘不了吊锅（用餐）；簰洲湾鱼圆（特色美食）

赤壁境内油菜花

在赤壁市赤壁镇镇口，公路两边是一路油菜花海，金灿灿的油菜花绵延数十公
里，成为长江南岸最美的风景。游览赤壁古战场之余，再到镇口找找田园风光，体
味从三国烽火到安宁乡村的穿越感。

地点：赤壁市赤壁镇
玩法推荐：三国赤壁古战场（国家5A级景区）；羊楼洞（明清古街、茶马古镇）；

青砖茶（名优特产）；春泉庄（温泉、住宿）；悦水山房（民宿）

通城塘湖镇狼荷村油菜花基地

通城县塘湖镇狼荷村油菜花面积达1000亩，花田与田埂交错，被村庄包围。塘
湖镇的油菜种植面积十分广阔，目前已形成万亩油菜花海的种植格局。同时，该镇
建成了狼荷、荻田两个油菜花示范基地，并将其打造成为了幕阜山绿色产业带的一
张名片。

地点：通城县塘湖镇狼荷村、荻田村
玩法推荐：黄袍山（乡村休闲）；秋收暴动纪念馆；内冲瑶族村（景区）；瑶祖故里

大观园（景区）；高冲公社（景区）；冷塅月季庄园（景区）

崇阳境内油菜花

在崇阳县境内乡村田野随处可见油菜花的身影。沿106国道乡镇均有连片油
菜花可赏，其中天城镇河田村、茅井村连片面积达数千余亩，青山镇铺前村、三级站
团头嘴处也有连片油菜花可赏。

浪口村周家畈也种植了百亩油菜，一望无际，都是油菜花的海洋。遥望花海，
一片金黄色的海洋；走进花海，沁人心扉的花香扑面而来；陶醉花海，身心的疲惫压
力瞬间荡然无存。

地点：崇阳县青山镇铺前村；天城镇河田村、茅井村；白霓镇浪口村
玩法推荐：浪口温泉度假区（温泉休闲、住宿）；小自然度假村（民宿）；柃蜜小镇

（国家4A级景区）

通山境内油菜花

通山县种植油菜花数万亩，主要分布在黄沙铺镇、大路乡、南林桥镇，油菜花不
仅有观赏价值，还可以为农民带来经济价值。三四月份，黄沙镇各村种植的4000多
亩油菜花竞相绽放，金灿灿的花朵引得蜜蜂纷纷来采蜜。

地点：通山县黄沙铺镇、大路乡、南林桥镇
玩法推荐：九宫山（国家4A级景区）；隐水洞（国家4A级景区）；石门村（传统

村落） （本报综合）

三月的咸宁，花是当之无愧的主角。当春风吹拂大地、

春雨无声润物之际，油菜花就开始展示它的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