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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
（上接 01 版）
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
习近平强调，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社会主
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
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社会主义初
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
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
习近平指出，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
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一是从根本宗旨把握新
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
发展理念。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
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
和最大底气。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
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
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
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
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
化的过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魂”。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
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
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
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
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
化观。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
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要统
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
筹考虑需要和可能，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
循序渐进，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
在。同时，必须清醒看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距、收入差距等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
期，虽然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二是从问题导向把
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机遇和挑
握新发展理念。我国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
战之大都前所未有，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 起点上，要根据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坚持
全党必须继续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调动一切
问题导向，更加精准地贯彻新发展理念，举
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
措要更加精准务实，切实解决好发展不平衡
力量，全力办好自己的事，锲而不舍实现我们
不充分的问题，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三是
的既定目标。
从忧患意识把握新发展理念。随着我国社会
习近平强调，我们党领导人民治国理
主要矛盾变化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必
政，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回答好实现什
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随时准备
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个重大问题。 应对更加复杂困难的局面。要坚持政治安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
全、人民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既
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发展理念是否对
要敢于斗争，也要善于斗争，全面做强
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党
自己。
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经济形势进行科学
习近平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
判断，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许多重大理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和理念，对发展理念和思路作出及时调整， 局，是“十四五”规划 《建议》 提出的一项
其中新发展理念是最重要、最主要的，引导
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需要从
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
全局高度准确把握和积极推进。只有立足自
史性变革。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
身，把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才能任由国际
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 风云变幻，始终充满朝气生存和发展下去。

要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 风，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增强工作积极
惊涛骇浪中，增强我们的生存力、竞争力、 性、主动性、创造性。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
发展力、持续力。
高级干部必须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
习近平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
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心怀“国之大
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必须坚持深化供给
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继续完成“三去一
政治执行力，不断提高把握新发展阶段、贯
降一补”的重要任务，全面优化升级产业结
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治能
构，提升创新能力、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增
力、战略眼光、专业水平，敢于担当、善于
强供给体系的韧性，形成更高效率和更高质
作为，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
量的投入产出关系，实现经济在高水平上的
李克强在主持开班式时指出，习近平总
动态平衡。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
书记的重要讲话，从理论和实际、历史和现
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必须更强调自主创
实、国内和国际相结合的高度，分析了进入
新，全面加强对科技创新的部署，集合优势
新发展阶段的理论依据、历史依据、现实依
资源，有力有序推进创新攻关的“揭榜挂
据，阐述了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新要求，阐
帅”体制机制，加强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 明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攻方向，对于
要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释放内需潜
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
力，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强需求侧管
站位、开阔视野，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理，扩大居民消费，提升消费层次，使建设
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确保全面
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具
过程。构建新发展格局，实行高水平对外开
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要深入学习领
放，必须具备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
会，同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固的基本盘。要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
思想和党中央精神结合起来，增强“四个意
争新优势，重视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效率和水平，改善我国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
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切实推动党中央关于
水平，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
“十四五”时期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到
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党对社会主义现代
实处。
化建设的全面领导。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
中全会精神要同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员副委员长，国务委
会精神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
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党对社会主义现
察长，全国政协党员副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委
代化建设的领导在职能配置上更加科学合
员出席开班式。
理、在体制机制上更加完备完善、在运行管
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
理上更加高效。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
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主要负责
的“十四五”规划 《建议》，各级领导干部
同志，军队各大单位、中央军委机关各部门
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逐条逐段
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研讨班。各民主党派中
领悟，在整体把握的前提下，突出领会好重
央、全国工商联及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开
点和创新点，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
班式。

涡阳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涡土告字〔2021〕3 号
经涡阳县人民政府批准, 涡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让人）决定以拍卖方式出让 4 幅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宗地编号

宗地坐落

宗地面积（m2）

出让用途

容积率
GY2020-139
天静宫路西侧武家河南侧
14000
商服用地
0.85
GY2020-140
天静宫路西侧武家河南侧
3333.6
商服用地
0.28
GY2020-141
天静宫路西侧武家河南侧
34371.5
商服用地
0.39
GY2020-142
天静宫路西侧武家河南侧
14824.9
商服用地
0.38
1. 宗地以总价方式拍卖，首次加价幅度为 50 万元/次（或其整数倍），后期以拍卖师根据现场情况进行加价。
2. 具体出让面积以不动产登记时的实测面积为准。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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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仅单独申请。申请人应具备的其
他条件：
（1）竞买人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公司法人。
（2）在安徽省境内不存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履约失信及其他失信行为，如查实存在失信行为，出让
人有权无条件没收保证金,并取消竞得资格。
（3）涡阳县境外企业竞得土地后，须在签订出让合同后 1
个月内，在涡阳县注册成立全资法人子公司，并在新公司成
立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与出让人签订受让主体变更协议。
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出让采用增价拍卖方式，
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申请人可于 2021 年 1 月 11 日至 2021 年 2 月 1 日到涡
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获取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 2021 年 1 月 11 日至 2021 年 2 月 1 日到涡
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竞买保证金
到账及提交书面申请的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2 月 1 日 17 时。
我局将在 2021 年 2 月 1 日 17 时 30 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活动定于 2021 年 2 月 2 日
16 时在涡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市民服务中心 4 楼）
进行。
七、其他事项:
1.GY2020-139 号 、GY2020-140 号 、GY2020-141 号 、
GY2020-142 号地（含地面附着物）同时发布出让公告，竞买
人须同时参与该四宗地的竞买；竞买人在参加每宗地竞买
时必须有 1 次（含 1 次）以上有效报价，否则竞买保证金不予
退还，每宗地加价幅度为 50 万元/次（第一次叫价为 50 万

规划指标要求
建筑密度（%）
47
14
19
24

元，之后由拍卖师根据现场情况调整加价幅度）。
2.竞买人在提交报名申请时，须提供竞买保证金不属于
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的承诺书。
3.竞买人在提交报名申请时，须提供商业金融机构出具
的能够证明竞买人资金信誉良好的资信证明。
4. 竞 买 人 在 提 交 报 名 申 请 时 ，须 提 供“ 地 块 接 收 承 诺
函”，竞得地块后按出让公告等约定时间与出让人签订《交
地确认书》接收土地。
5.提交竞买申请前，竞买申请人应对拟申请竞买地块进
行实地踏勘，全面了解出让文件和宗地现状，对出让文件和
宗地现状有疑问的，应在竞买申请前向我局书面提出。
6.竞买申请人一旦提出竞买申请，即视为对出让文件内
容清楚并自愿受其约束，对宗地现状无异议。竞买申请人
竞得出让宗地后，不得以该宗地的出让文件和现状异议对
成交结果及所签署的相关文件提出抗辩。
7.竞得人须当场与出让人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土地
成交公示期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与出让人签订《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逾期未签订的，取消竞得资格，竞买
保证金不予退还。签订《成交确认书》后，竞得人支付的竞
买保证金转作竞得地块的土地出让金（不计息）。
8.竞得人须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
起 30 日内缴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含竞买保证金），逾期不支
付每日按迟延支付款项的 1‰向出让人缴纳违约金。
9.自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之日起 1 个月内出让人交付土地。
10.竞得人应在土地交付后的 3 个月内开工建设，自开
工之日起 18 个月内竣工（同一企业竞得多宗毗连土地，并申
请统一规划建设的，结合相应土地总面积上批准规划设计

出让年限
（年）
40
40
40
40

起拍价
(万元)
1100
260
2680
116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550
130
1340
580

总建筑面积，可按国家规定要求确定竣工时间，但自开工之
日起不得超过 36 个月）。
11.该宗地出让底价在拍卖前另行确定。
12.依据《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
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
《安徽省社会法人失信行为联
合惩戒暂行办法》
《安徽省国土资源市场领域失信行为惩戒
办法（试行）》及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竞得人无正当理
由不履行合同约定义务或法定义务，出让人将对竞得人的
失信行为作出相应惩戒并列入失信惩戒名单。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报名地址：涡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 系 人：武强 自然资源权益开发利用股
联系电话：0558-7210229、0558-7565215
开户单位：涡阳县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涡阳支行
银行账号：34001887408053001012
开户单位：涡阳县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
开户银行：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涡阳支行
银行账号：2710301021000023153
开户单位：涡阳县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
开户银行：涡阳农商银行营业部
银行账号：20000051660510300000042
拍卖地址：涡阳县市民服务中心四楼涡阳县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
涡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涡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1 年 1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