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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合浦县人民政府批准，我局授权合浦县自然资源交易中心以公开挂牌方
式出让6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建设规划指标要求
（一）挂牌出让编号1号地块位于龙港新区北海铁山东港产业园榄根路东

北侧，面积3500平方米，土地出让用途为公用设施用地（供燃气用地），出让
年限为 50 年；规划指标及控制要求为：20%≤建筑系数≤50%，容积率≤0.5，
20%≤绿地率≤35%，建筑限高≤12 米，建筑退让及间距按国家相关规范规定
执行。挂牌出让起始价为人民币79万元，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25万元。每次
竞价最低加价幅度为人民币2万元。

（二）挂牌出让编号2号地块位于龙港新区北海铁山东港产业园中石化白沙
阀室北侧，面积7513.4平方米，土地出让用途为公用设施用地（供燃气用地），出
让年限为50年；规划指标及控制要求为：20%≤建筑系数≤50%，容积率≤0.5，
20%≤绿地率≤35%，建筑限高≤12米，建筑退让及间距按国家相关规范规定执
行。挂牌出让起始价为人民币170万元，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55万元。每次竞
价最低加价幅度为人民币5万元。

（三）挂牌出让编号3号地块位于龙港新区北海铁山东港产业园榄根路西北
侧，面积3502.4平方米，土地出让用途为公用设施用地（供燃气用地），出让年限
为50年；规划指标及控制要求为：20%≤建筑系数≤50%，容积率≤0.5，20%≤绿
地率≤35%，建筑限高≤12米，建筑退让及间距按国家相关规范规定执行。挂牌
出让起始价为人民币85万元，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30万元。每次竞价最低加价
幅度为人民币2万元。

（四）挂牌出让编号4号地块位于山口镇河面村委处，面积7801.54平方米，
本宗国有储备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一起公开挂牌出让。土地出让用途
为公用设施用地（供燃气用地），出让年限为50年；规划指标及控制要求为：建筑
密度≤26%，容积率≤1.2，绿地率≥25%，建筑退让与间距按国家有关规范要求执
行。土地挂牌出让起始价为188万元,竞买保证金为60万元，地上建筑物价格为
27.94万元。地上建筑物不作公开竞价物，土地进行公开竞价，竞得人除缴交地
价款外，同时必须缴交建筑物价款27.94万元。每次竞价最低加价幅度为人民币
5万元。

（五）挂牌出让编号5号地块位于石湾镇永康社区居民委员会沙犁田处，面
积48019.7平方米，土地出让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商业用地（零售商业用地、
餐饮用地、市场用地），出让年限为城镇住宅用地70年、商业用地40年；规划
指标及控制要求为：建筑密度≤35%，1.0＜容积率≤3.0，绿地率≥30%，机动车停
车位（车位/100平方米建筑面积）≥0.8，非机动车停车位（车位/100平方米建筑
面积）≥1.0，其中居住建筑面积占项目总计容建筑面积的比例85%-90%、商业建
筑面积占总项目计容建筑面积的比例10%-15%，建筑退让及间距按国家规范规
定执行。挂牌出让起始价为人民币3460万元，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1100万
元。每次竞价最低加价幅度为人民币100万元。

（六）挂牌出让编号6号地块位于廉州镇广东路199号，面积3.52平方米，土
地出让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年限为70年；规划指标及控制要求为：建筑密
度≤100%，容积率≤3.0。挂牌出让起始价为人民币2.6万元，竞买保证金为人民
币1万元。每次竞价最低加价幅度为人民币5000元。

二、竞买资格及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外规定

外）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竞买人属联合购买
的，须出具联合各方共同签署的合作协议。

（二）申请人需提交竞买保证金不属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的
承诺书及商业金融机构的资信证明。

（三）竞买申请人在我县存在下列行为之一的，不得参加本期土地竞买：
1.存在欠缴我县土地出让价款及违反出让合同约定的单位及个人；
2.因企业或个人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的。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采用增价方式挂牌出让，

在不低于底价情况下，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

2021年12月23日前到合浦县廉州镇廉州南路169号三楼交易中心办公室获取
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 2021 年 12月 23日前到合浦县廉州镇廉州南路 169号三
楼交易中心办公室提交书面申请。交纳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
23日 17：00。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1年
12月24日18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北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合浦县分
中心（合浦县政务服务中心六楼）；地块挂牌时间：2021年12月15日8：00—2021
年12月27日9：30（12月18日、19日正常上班）。

七、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
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八、注意事项：
（一）本次挂牌出让宗地以现状出让。竞买人提出了竞买申请，则视为对该

宗地块现状及挂牌出让文件无异议，并全面接受；（二）挂牌出让编号1—5号地
块如竞得人为外地公司（或自然人），摘牌后须在合浦注册成立具有独立法人的
公司进行开发运营；（三）竞得人竞得编号1—5号地块后须在成交之日起1个月
内缴纳不少于成交价款的50%，其余价款在成交之日起6个月内全部缴清；竞得
人竞得编号6号地块后须在成交之日起1个月内缴清全部土地价款；（四）竞得人
须交清全部土地价款后才签订交地确认书；（五）耕地占用税由县土地储备中心
缴纳；印花税、契税成交后由竞得人按规定另行缴纳；挂牌出让服务费由竞得人
单方承担且必须于当天缴清；（六）竞得人竞得编号1-4号地块，在出让期限内需
要改变该宗土地用途的，由出让人有偿收回建设用地使用权；（七）办理相关证件
所需的一切费用由竞得人另行支付；（八）竞得人竞得地块后，严格按照规划部门
出具的建设规划条件进行开工建设。

九、查询方式：

（一）http://www.hepu.gov.cn/hpxzrzyj/ywgl/tdsc/tdcrgg/（合浦县自
然资源局）

（二）http://www.landchina.com/（中国土地市场网）
（三）合浦县土地有形市场:HPDCJY(微信公众号)
十、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合浦县廉州镇廉州南路169号三楼交易中心办公室
联系人：何女士、邓女士
联系电话：(0779)7275961、7283219
开户单位：合浦县自然资源交易中心
开户行及账号如下：
（一）开户行：合浦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账 号：860612010148344739
（二）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浦支行营业部

账 号：45001657108050503087
（三）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浦支行

账 号：624957504225
（四）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浦县支行

账 号：20720001040011022
（五）开户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浦县支行

账 号：100499197610010001
（六）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浦县支行

账 号：2107560029300082497
十一、合浦县自然资源局对本公告有解释权，以上事项如有变更，一律以变

更公告为准。
合浦县自然资源局
2021年11月25日

合浦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合自然资挂告字[2021]7号

庄建医生是广东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医学
3D打印实验室主任。在进行先天性心脏病手
术前，他和团队可以把病人心脏模型打印出
来，缩减手术判断时间、提升治疗效果。目前，
他已经将3D打印技术应用于数百例病人的术
前规划。

顾名思义，3D打印技术不是用油墨在纸
张上打印内容，而是在三维空间里逐层打印出
立体的东西。这一新兴技术正加速在我国医
疗领域应用，落地场景日渐广泛。“新华视点”
记者了解到，包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积
水潭医院、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等在内
的多家医院，已将其运用于术前规划、手术导
板、人体植入等。

3D打印技术已在多家医院运用

3D打印也称增材制造，是指基于数字模
型，在三维方向逐点、逐线、逐层堆积，将材料制
造出立体实体构件，是一种创新性制造技术。
目前，全球已经发展出金属3D打印、高分子3D
打印、陶瓷3D打印以及生物3D打印技术。

据悉，全国多个医院已有3D打印技术应
用的案例。如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积水潭
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
院、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东省人民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等。

根据难度和深度，3D打印技术在医疗上
的运用可分四个层面：术前规划和提前演练、
手术导板和康复支架、骨科匹配和人体植入、
活体器官打印。目前活体器官打印全球都处
于初步探索中，前三个在我国均有不同程度的
应用。

在术前规划和提前演练方面，南方医科大
学基础医学院教授、广东省医学生物力学重点
实验室主任黄文华介绍，传统的CT、MRI等影
像学检查结果出来的是二维数据，有经验的医
生有时对一些复杂案例也难以准确把握。利
用数据打印出3D实体模型，可以让医生直观、
立体地了解病变局部解剖关系。

以先天性心脏病手术为例，每个病人的情
况都不同，以往整台手术三分之一的时间医生
要观察和判断病情，在把握不准的情况下还要
请其他医生会诊。利用3D打印技术，可以在
术前把病人心脏模型打印出来，提前做好手术

规划。
“从病情诊断到手术规划，再到手术当中

参照，3D打印技术对医生有很大帮助，也缩短
了手术时间，提高了治疗成功率。”庄建说。

在手术导板和康复支架方面，南方医科大
学第三附属医院院长、广东省骨科研究院运动
医学研究所所长蔡道章介绍，严重畸形病人的
手术定位困难，可通过3D打印出手术导板以指
导精准手术。对骨缺损的病例，可3D打印出个
性化材料修复缺损，使假体固定更加稳定。

黄文华表示，3D打印技术在骨科内植入
物的应用比较突出。它可以根据不同骨骼特
征定制个性化植入物，从而避免标准化骨科植
入物难以与患者高度贴合、容易造成植入物功
能受限、生物力学效果不佳和使用寿命偏短等
问题。

大规模应用尚存诸多瓶颈

受访人士表示，虽然近些年3D打印在医
疗行业的运用加速，但在技术成熟度、社会认
知度、价格接受度等方面都有待提高。

黄文华介绍，3D打印在材料多样性上还
需要进一步改进，目标是打印出来的器官模型
尽量能“拟人化”，包括材质、手感等多方面要
尽量接近人体组织。

蔡道章表示，3D打印骨骼在生物力学方
面的表现还是比不上锻造的。“一些关节面部
位无法用3D技术打印出来。人体一些不会磨
损的地方可以用3D打印出来，但是会磨损的
部分还是使用锻造的。”

3D打印过程包括影像处理、物体打印等
需要相对较长时间，一些情况紧急的病人往
往来不及使用，因此技术在及时性方面还需
要提升。

研发3D打印设备及应用的珠海赛纳数字
医疗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尹新立表示，目
前，很多医生不了解彩色多材料软硬3D打印
技术如何运用于医疗中，在大城市的医院认可
度较高，而基层医院的医生了解还不多。

此外，受访人士表示，由于3D打印是个性
化定制产品，因此价格相对其他治疗方式高，
这也制约了这项技
术更快推广。庄建
介绍，在广东省人民

医院打印心脏模型，建模需要2900元，打印出
来总共需要5900元。

一些省份已经出台了关于3D打印技术的
收费标准。庄建表示，只有让成本进一步下
降，才会让更多病人使用起来没有后顾之忧。

专家建议加大研发，加强人才培养

全球医生组织中国总代表时占祥介绍，3D
打印技术和产品在全球已广泛应用于临床领
域，如骨科、儿科、心胸外科、血管外科、放射科
和肿瘤科等。行业预测几年内3D打印技术在
硬件、服务和材料方面将迎来市场大爆发。

多位业内人士建议，加大科研投入和人才
培养力度，推动3D打印技术在医疗行业的广
泛运用。

黄文华表示，现在3D打印迫切需要解决
一系列前沿基础科学问题，比如植入物的生物

力学问题，可避免人体产生免疫排斥反应的材
料问题。从长远来看，提高打印出来的活体器
官的存活率以及器官功能等，都需要进一步加
强科研攻关。

蔡道章表示，人体的骨骼、关节和韧带，实
质都是某种特殊材料，这些部位发生缺损都需
要用相应材质的东西去修复，科学家应重视对
材料的研究。

此外，人才培养和培训也至关重要。黄文华
表示，应该鼓励高校通过选修、讲座等方式，让更
多人增加对3D打印技术应用于医疗的了解。

受访人士建议，更多地方应制定3D打印
的收费标准，同时加大宣传，让更多医生和患
者了解这项技术，搭建大医院和基层医院的交
流合作平台，带动更多医院使用3D打印技术，
造福更多患者。

（新华社广州11月24日电）

我国多家医院正加速“3D打印技术+医疗”落地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马晓澄

11月24日，青岛市即墨区龙山街道一家企业的工人在生产服装面料。
今年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龙山街道积极推进“村头工厂”建设，通过实施就业技

能培训，扶持企业扩大规模，对接企业用工需求，为当地富余劳动力提供纺织、服装等多个
产业的工作岗位，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新华社发 梁孝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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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24 日电（记者
谢希瑶 刘红霞）今年以来，全国海关
缉私部门紧盯“中央关注、社会关切、群
众关心”的突出走私问题，组织开展打
击走私“国门利剑2021”行动，重拳出
击、严查严打。24日，海关总署对外发
布一批涉及食品、日用品等民生领域打
击走私典型案例。

案例1：福州海关侦办走私活鲜海
产品案

1月11日，福州海关缉私局开展打
击活鲜海产品走私查缉收网行动，抓获
犯罪嫌疑人9名，查证涉嫌走私活鲜龙
虾等海产品逾900吨，案值约3.6亿元。

案例2：广州海关侦办走私奶粉案
3月22日，广州海关缉私局开展专

项行动，打掉4个通过跨境电商、寄递
等渠道走私奶粉的团伙，抓获犯罪嫌疑
人15名，查获无合法合规手续进口奶
粉共计17.4万罐，案值约6亿元。

案例 3：深圳海关开展专项查缉
行动

4月14日，深圳海关缉私局开展专
项查缉行动，摧毁 1个走私进口化妆
品、奶粉等商品入境的特大犯罪网络，
抓获犯罪嫌疑人17名，查获涉嫌走私
入境的各类化妆品、奶粉等货物67吨，
案值逾2亿元。

案例4：南京、杭州海关侦办走私
火龙果案

6月2日，南京、杭州海关缉私局在
江苏、上海、云南、山东等地开展集中收
网行动，摧毁一个走私火龙果的犯罪团
伙，抓获犯罪嫌疑人9名，该案涉嫌走
私火龙果约23万吨，案值约7.8亿元。

案例5：黄埔海关侦办夹藏走私月
饼案

8月26日，黄埔海关缉私局所属老
港海关缉私分局立案侦查东莞市某公
司夹藏走私进口月饼案，抓获犯罪嫌疑
人1名，查获月饼11000多盒及奶粉、
维生素、燕窝等。

据了解，上述走私产品或标注不实，或来源产
地不明，或未经有关部门检验，一旦进入市场流
通，会对消费者健康安全造成风险隐患。

海关提醒相关行业与从业人员要严格遵守国
家法律法规开展进出口贸易，合法经营；广大消费
者要从正规渠道购买商品，切勿采购来源不明的
商品。鼓励群众积极通过12360海关电话热线举
报走私线索，如符合举报奖励条件的，将按照规定
予以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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