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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体现“人民医院为人民”的办院宗旨，方便群众
就医，我院在春节期间，门诊正常开诊，开设专科不减
少、检查项目不短缺、各种费用不增加，患者可以正常办
理出入院手续、医保登记报销等所有业务，欢迎广大患
者前来咨询就诊！

2016年新春来临之际，延安市人民医院全体职工

恭祝全市人民新春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门诊预约电话：0911—2888316
急救电话：2888120

延安市人民医院
2016年2月2日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
产管理的通知》《国土资源部关于建立土
地有形市场促进土地使用权规范交易的
通知》《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规定》等法律法规，经安塞县人民
政府批准，安塞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
牌方式出让二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宗地基本情况、主要规划
指标要求：

1. 出 让 宗 地 编 号 为 安 塞 县
AS102001016号，位于安塞县沿河湾工业
园区，土地出让面积约为248520.㎡，折合
372.78亩。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容积率
不低于0.7，建筑密度不低于40%，绿地率
不大于15%，建筑规模为173964平方米，
出让年限50年，竞买保证金3300万元。

2. 出 让 宗 地 编 号 为 安 塞 县
AS102001017号，位于安塞县沿河湾工业

园区，土地出让面积约为136747.69㎡，折
合205.12亩。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容积
率不低于0.5，建筑密度不低于30%，绿地
率不大于20%，建筑规模为75211平方米，
出让年限50年，竞买保证金2100万元 。

二、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参与竞买：1、
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另有规定及经
核实有闲置用地的单位；2、有欠缴土地
出让价款行为，至今未缴清的；3、有国土
资源违法行为被立案查处，至今未结案
的。本次挂牌不接受邮递、电子邮件及
口头竞买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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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2月3日至2016年2月26日，到西

安市南二环 79 号广丰国际 1312 室陕西
国衡拍卖有限公司书面申请并获取挂牌
出让文件。

五、本次挂牌出让竞买保证金到账
截止时间为 2014 年 2 月 26 日 16：00 时。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保证金，具备
申请条件的，将在 2014年 2月 26日 17时
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地点为安塞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挂牌时间为：2016年 2月 29日 9：00时至
2016年3月15日15：00时的工作时间。

七、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西安市南二环 79号广丰

国际1312室
联系电话：13619253029
联系人：杨先生

安塞县国土资源局
2016年2月3日

安塞县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塞国土告字[2016]0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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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羊开泰五福并臻谋大业
万猴迎春千祥云集筑新城

玉羊呈祥四海普天贺岁
金猴衔瑞九州举世迎春

河山溢彩繁华春色莺梭杼
岁月流金锦绣前程燕剪裁

改革卅载引得春色铺锦绣
国步六旬待乘长风掛征帆

党政同心脱贫堪作领头雁
干群协力致富甘为孺子牛

登宝塔看广厦连云圣地万千气象
临延水听春潮拍岸红都无限风光

民政为民民心民意民情时刻铭记
公务当公公正公平公道全力躬行

（袁春河 撰）

人和家兴民富国乃强
天德地道山高海至阔

家育有德人事业必然成
国重栋梁才人民志气高

人讲诚信友必善之
家享和睦众定佑也

修身齐家诸事顺
依法治国万众欢

重小节修大德行必有得
与人善讲诚信事定能成

（宋伟 撰）

把公民道德标准牢记
从自身一言一行做起

崇文尚礼强素质
移风易俗树新风

修身齐家乃文明之基
崇文尚礼为道德之本

说文明话在张嘴之间
做文明事于手脚俯拾

乱扔垃圾丢掉的是美好品质
注重言行彰显的是崇高人格

创文创卫建设美好家园气象一新
力行力改再造精神高地光芒万丈

（南洁 撰）

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培育现代文明社会新风

讲文明树新风革命圣地礼仪先行
知荣辱顾大局和谐延安道德引领

孝老爱亲见义勇为圣地好传统
诚实守信助人为乐延安新风尚

宝塔山下道德模范大众榜样
延河两岸身边好人社会新宠

经济发展生态文明圣地城乡美
社会和谐政风清廉延安好人多

（王天龙 撰）

和谐如花众手浇灌大地春常在
友善似雨万家润泽人间福满门

自由平等圣地山河美如画
文明和谐延河欢腾万里春

春回大地文明风吹圣地花千朵
万象更新和谐雨润江山万里春

俭以养德福居人家处处春

勤劳为本盛世欢歌时时新
（米宏清 撰）

春风入户诚信人家年年贵莅
瑞雪迎冬勤俭庭院岁岁福临

恪守己责一德一心构筑和谐社会
正心修身抑欲思仁敦营五好家庭

行孝悌人人得福禄
懂礼仁岁岁获祥康

（青青子菀 撰）

老城新城城中城，不觉城有二城
阳年阴年年对年，总是年胜一年

瑞雪轻飏，雨露均沾，送君明明世界
寒风劲吹，雾霾尽散，还我朗朗乾坤

（郭齐顺 撰）

川纳百流盈沧浪
志诚万众兴华邦

家贫家富和当先
国兴国衰梦唯天

（冯国清 撰）

秀美延安多异彩
文明宝塔遍新风

赋诗奏乐颂延安新曲
泼墨挥毫绘宝塔雄姿

自强自立树立延安新风
金剪银剪剪出锦绣河山

（马秋丰 撰）

举市共创国家卫生城市
全民同享健康文明生活

凡国凡城若要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一官一民先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李王军 撰）

抚今思昔延安精神民族瑰宝
继往开来和谐社会百姓福祉

（谢爱萍 撰）

政通人和家国兴
风清气正乾坤朗

文明之花神州开
清廉之风万代传

（赵玉霞 撰）

全民同谱和谐曲
齐心共育文明花

（冯学东 撰）

诚信敬业促延安经济发展
文明和谐保圣地社会稳定

（闫树林 撰）

延安精神强国志
中华梦想必成真

（贺丹丹 撰）

颂富强民主盛世
唱公正法治高歌

扬自由平等正气
沐文明和谐新风

圣地崛起新城新气象
祖国遍开和谐和平花

（宜杨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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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族立魂，众心齐向核心聚
让人生出彩，我梦终随国梦圆

勤为事业千秋训
信是人生一宗师

俯首才能接地气
倾情方可惠民生

倡核心价值观，国铸灵魂民励志
走特色复兴路，民圆梦想国图强

不辞善小而为终成上善
常守公平以治定现大公

守信持诚，业拓新峰人拓业
臻和启泰，时逢盛世国逢时

道德作基，筑起人生高度
真诚为钥，启开事业大门

处世无奇，用心传递正能量
兴国有术，以善装帧美画图

国梦圆时家梦好
正风畅处世风清

一怀诚信人间美
万里文明大地馨

文明鸣序曲
价值领春潮

文明可却三冬冷
友善能赢四季春

诚乃通行证
法为守护神

敬业持家诚为本
做人处事信为基

处世文明春满户
待人友善喜临门

万类文明新正气
一心平等沐春风

追时代楷模让延安出彩
续文明薪火为华夏增光

仁和为本道义担肩，岁月春深融大爱
诚信奠基善行在抱，人生德厚矗丰碑

核心聚众心，万众同兴大业
国梦圆家梦，千家共步小康

自由还需以法治
平等当然要公正

踏实做事乃贵
清正为官最美

爱国崇和，开诚立信
修身养正，积善亲贤

德擎中华千家福
善行人间万物春

百业应为勤做主
千秋当以法为先

守法守规，幸福人家春不老
公平公正，和谐社会梦飘香

万里江山春着色
九州儿女法归心

小康路上，得意春风传喜讯
大有人间，舒心岁月续华章

众心共纳春和福
一梦相关国与家

灵羊载丰功仰天歌盛世
金猴创伟绩劲舞颂新春

银羊驰奔小康呈祥添锦绣
金猴奋舞万象更新绘蓝图

横批

上善若水 厚德载物 泽被千秋
万事和谐 国泰民安 正大光明
德高行远 圆梦华夏 文明礼让
文明在心 志存高远 万象更新
崇文尚礼 移风易俗 以身作则

（宋伟 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春联集锦
延安市文明办 延安诗词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