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本次挂牌登政出〔2022〕32 号
（网） 地块产业准入条件为从事非金属
矿物制品业； 登政出 〔2022〕33 号
（网）地块地下空间暂不计入供应范围。
拟建项目要严格按照规划设计条件指标
执行，并节约集约利用土地。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
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者外， 均可申请参加本次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活动。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
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 申请人需办理数字证书认证手
续， 并于 2022 年 8 月 16 日 9 时至
2022 年 9 月 15 日 17 时，登录登封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
dfggzyjy.com/）， 浏览公告并下载挂
牌文件。 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9 月 15 日 17 时。

五、本次公告只接受网上竞买申请。
竞买申请人须携带相关有效证件到登封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信息录入窗口申请
办理数字证书后， 方可登录网上交易系
统提交申请并参与竞买（已办理过数字
证书的竞买人可直接登录网上交易系统
使用）。

六、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挂牌时间为：2022 年 9 月 7 日 9 时至
2022 年 9 月 19 日 16 时。竞得人取得
《网上竞得证明》 后需携带其他审核资

料到登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进行后置
审核，审核通过后签订《成交确认书》。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网上挂牌时间截止时，有两个

以上竞买人参与竞买的， 系统自动转入
5 分钟限时竞价, 通过限时竞价确定竞
得人。

（二）本次挂牌为无底价网上挂牌，
出价最高的竞买人即为竞得人。

（三）本次挂牌地块范围内的地上、
地下构筑物等设施，由受让方结合规划设
计方案保留，对不需要保留的，由受让方
自行与有关部门解决，并承担所需费用。

（四）本次挂牌地块地下空间开发
利用应依法履行人防法定义务。

（五）工业用地竞买人应全面了解
发改部门关于项目核准备案的详细规定
和程序，以确定是否参与竞买。

（六）竞买人须全面了解《郑州市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交易
管理办法》。

（七）如遇到出让资料、系统问题请
及时联系。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登封市产业集聚区建设

路 13 号
联系电话：0371—62718885
联 系 人：刘老师

登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登自然资交易告字〔2022〕14 号

经登封市人民政府批准，登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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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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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日本首相岸
田文雄 15日以“自民党总
裁”的名义，向供奉有二战
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
了“玉串料”（祭祀费）。

今年 8月 15日是日本
战败 77周年纪念日。当天
上午，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担
当大臣高市早苗、复兴大臣
秋叶贤也以及自民党政调

会长萩生田光一等参拜了
靖国神社。此外，经济产业
大臣西村康稔 13日也到靖
国神社参拜。

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
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
条英机在内的 14名二战甲
级战犯。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
言人 15日表示，靖国神社

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
争的重要象征，供奉负有罪
责的甲级战犯，宣扬二战错
误史观。日方在靖国神社问
题上出现消极动向，事关国
际公理和历史正义，涉及亚
洲受害国人民的尊严和感
情。中方对这一错误行径表
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
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新华社电 在“8·15”日
本战败并宣布无条件投降
77周年之际，侵华日军第
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向
社会公布了《关东军化学部
留守名簿》，其中包含这个
部队 414名成员的真实姓
名和个人信息。这是我国
首次公开关东军化学部成
员信息，为开展日本化学战
历史及战后影响研究提供
了史料支持。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
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
介绍，这份档案的形成时间
约为 1945年，共计 237页，
详细记载了414名成员的姓
名、出生日期、户籍、役种、
兵种等，及其亲属住所、关
系等信息，暴露出第五一六
部队整体规模、人员构成、
职级等级等基本史实。

金成民表示，这份档案
是研究二战期间日本发动
化学战、细菌战极为重要的
核心档案，也是日本关东军
化学部在侵华期间所犯罪
行的铁证。

特朗普庄园遭搜查后
美执法部门面临威胁

新华社电 美国联邦调
查局和国土安全部警告，前总
统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
海湖庄园上周突遭搜查后，联
邦执法部门面临的威胁增加。

据路透社 14日报道，国
土安全部证实 12日发布一
份关于这类威胁的通报，但
拒绝披露内容。联邦调查局
14日拒绝证实通报存在，但
表示一直关切“对执法部门
的暴力威胁”。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援引通报内容报道，令执法
部门担忧的事例之一是，有
人威胁在联邦调查局总部前
放置可能造成放射性污染的
“脏弹”，并号召发起“内战”
和“武装反抗”。

本月 8日，联邦调查局
警员突击搜查海湖庄园。按
照路透社的说法，前总统住
所遭执法部门搜查，在美国
是头一回。白宫反复强调事
先并不知情。

新华社电 针对近期日
本政要涉靖国神社消极动
向，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1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
提问时表示，中方已通过外
交渠道向日方提出严正交
涉，表达严正立场。中方敦
促日方认真汲取历史教训，
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

汪文斌说，靖国神社是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

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
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日
本政要涉靖国神社消极动
向再次反映出日方对待历
史问题的错误态度，中方已
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提出
严正交涉，表达严正立场。

汪文斌说，8月15日是
日本战败并宣布无条件投降
77周年的日子。77年前，中
国人民同世界人民一道，打败

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和法
西斯主义，取得了正义战胜邪
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
反动的伟大胜利。这一伟大
胜利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和
人类正义事业的史册上。

汪文斌说，中方敦促日
方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彻底
同军国主义切割，避免进一
步失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
社会。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靖国神社献祭品
中国驻日使馆发言人：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在“8·15”日本战败并宣布无条件投降77周年之际

侵华日军第五一六部队名册首次被公开

中方：敦促日方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