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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西州统一征地和矿业权交易中心
关于青海省茫崖行委小冒泉地区钾盐矿预查

探矿权等五个探矿权挂牌出让公告
根 据《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矿 产 资 源

法》、国土资源部《矿业权交易规则》、《青
海省矿业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
规定，受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国土资
源局委托，决定对青海省茫崖行委小冒
泉地区钾盐矿预查、青海省茫崖行委碱
石山钾盐矿预查探矿权、青海省茫崖行
委凤凰台地区深层卤水锂矿预查探矿
权、青海省大柴旦行委西台吉乃尔湖东
北深层卤水钾矿预查、青海省格尔木市
东台吉乃尔湖西段深层卤水钾矿预查等

五个探矿权进行挂牌出让，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人及地址
出让人：青海省国土资源厅
地址：西宁市胜利路 24号
二、委托人及地址
委托人：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国土

资源局
地址：德令哈市格尔木东路 5号
三、出让探矿权标的详情和竞买要求

见下表。

四、挂牌报名咨询时间及地点
挂牌报名咨询时间：2018 年 11 月 22

日 9时至 2018年 12月 19日 17时止。
报名地点：海西州统一征地和矿业权

交易中心（德令哈市格尔木东路 5号）
五、挂牌时间及地点
挂牌时间：2018 年 12 月 20 日 9 时至

2019年 1月 3日 17时止。
在挂牌期限截止前 30 分钟仍有两家

以上竞买人对该标的物进行报价的，则转
入现场竞价。

挂牌地点：海西州统一征地和矿业
权交易中心交易大厅（德令哈市格尔木
东路 5 号）

六、矿区现场察看时间
竞买人需到实地考察的，请于公告之

日起自行前往实地察看，费用自理。
七、竞买人应具备的条件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注册的

营利法人或者非营利法人中的事业单
位法人。

八、竞买申请与登记
1、凡有意参加竞买者，请于公告报

名时限内持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
件，法人代表身份证及复印件（或授权委
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及复印件），办
理竞买登记手续，经审查合格后，取得竞
买资格。

2、取得竞买资格的，须按规定缴纳竞
买保证金和报名资料费 2000 元（以转账
方式支付竞买保证金和报名资料费，须
2018 年 12 月 19 日 16 时前到账）。收款
单位：海西州统一征地和矿业权交易中

心，开户银行：青海农行德令哈河东支行，
账号：28502001040000979。

竞得人支付的竞买保证金在挂牌成
交后如数退还（不计利息）。

九、其他事项
1、竞得人在取得探矿证之前，向青海

油田公司做出不影响油气勘查开发的相
关承诺，并签订互不影响协议。

2、青 海 油 田 公 司 可 参 加 竞 得 人
勘 查 设 计 审 查 ，并 提 出 合 理 化 的 调 整
建 议 。

3、竞得人在探矿权内进行勘查开发
作业中发现的油气资源归青海油田公司
所有，青海油田公司负责油气资源的统一
勘查、开发。

4、矿业权投资属风险投资，存在不可
预见的自然因素变化（可能找不到可供开
采的矿产资源）、政策法规变化（因生态保
护、规划调整、公益性重点工程建设等原
因无法继续勘查或者由探矿权转为采矿
权）的风险，竞买人须慎重决策。竞买人
对竞得探矿权后的资源风险，市场风险、
法律政策风险等事项自行承担责任并出
具承诺。

5、有意参加竞买者，请到海西州统一
征地和矿业权交易中心购买挂牌文件及
相关资料。

联 系 人：严先生
联系电话：0977-8330577

海西州统一征地和矿业权交易中心
2018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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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青海省格尔木
市东台吉乃尔
湖西段深层卤
水钾矿预查

青海省大柴旦
行委西台吉乃
尔湖东北深层
卤水钾矿预查

青海省茫崖行
委凤凰台地区
深层卤水锂矿
预查探矿权

青海省茫崖行
委碱石山钾盐
矿预查探矿权

青海省茫崖行
委小冒泉地区
钾盐矿预查探

矿权

拐点坐标（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1、93°35′29″，37°40′01″；
2、93°47′34″，37°36′31″；
3、93°47′34″，37°27′46″；
4、93°33′04″，37°32′31″。

1、93°20′10″,37°48′55″；
2、93°20′00″,37°51′07″；
3、93°30′00″,37°51′07″；
4、93°42′19″,37°42′31″；
5、93°44′56″,37°38′10″；
6、93°42′00″,37°38′09″；
7、93°35′26″,37°40′04″；
8、93°33′47″,37°39′49″；
9、93°24′51″,37°45′59″。

1、92°11′59″,37°41′21″；
2、92°17′26″,37°44′15″；
3、92°28′36″,37°37′13″；
4、92°24′22″,37°33′24″。

1、92°02′37〞，37°57′52〞;
2、92°04′06〞，38°00′01〞;
3、92°22′09〞，38°00′01〞;
4、92°35′49〞，37°54′21〞;
5、92°29′23〞，37°45′23〞。

1、92°42′28″，37°40′07″；
2、92°56′25″，37°34′13″；
3、92°54′19″，37°30′55″；
4、92°40′05″，37°36′48″。

面积
（Km2）

307.53

394.26

206.14

675.62

162.82

出让期限
（年）

3

3

3

3

3

竞买保证
金（万元）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11 月 18 日，2018 苏州太湖马拉松
在细雨中鸣枪开跑。女子组比赛在最
后时刻出现争议的一幕：中国选手何引
丽在冲刺过程中，有志愿者先后两次冲
入场内递上国旗，何引丽接下后不久国
旗“掉到地上”，此后她被当时并肩冲刺
的非洲选手拉开距离，最终遗憾获得亚
军。该事件在网络上引发广泛关注。
不少网友认为，正是志愿者冲入场内的
行为对何引丽造成了干扰，才导致她痛
失冠军。

两次被塞国旗憾失冠军
1988年出生的何引丽，是专业马拉

松运动员，曾获多次冠军，11 月 18 日参
加了 2018苏州（太湖）马拉松比赛。

争议出现在女子组比赛最后的冲
刺时刻，当时何引丽正拼尽全力与非洲
选手争夺冠军。此时，赛道上突然出现
一名志愿者，试图递给何引丽一面国
旗，但并未交接成功。于是志愿者随后
开始追逐何引丽，但被迅速甩开。

何引丽前方很快又出现一位志愿
者，这次直接把国旗塞到她手中。从
电视直播上看，何引丽拿到国旗后有
点手足无措 ，原有比赛节奏被打乱 。
她带着国旗跑了几步后，国旗“掉到地
上”。

直播画面还显示，第二名志愿者客
观上也阻挡了非洲选手的行进路线。
但似乎对何引丽的影响更大，原本还有
微弱优势的她随后败下阵来。最终女
子组冠军被埃塞俄比亚选手德米塞以 2
小时 30分 25秒的成绩夺得，何引丽以 2
小时 30 分 30 秒的成绩获得第二名。视
频中的央视解说员表示，这个场外因素
的干扰对何引丽来说是有影响的，节奏
一下子乱了。

“国旗事件”引发热议
因为央视直播了本场马拉松，有人

把视频中冲刺的画面发到了网上，这段
视频掀起轩然大波。其中马拉松运动
员魏某在个人微博上批评“何引丽不尊
重国旗”。

有部分网友认为何引丽不该如此，
不过，大量网友对何引丽的行为表示了
理解，认为何引丽没有错，并有不少马
拉松爱好者指出，没有跑过马拉松的人
根本不了解当时选手的情况，全程马拉
松跑到最后基本只剩下奔跑的本能了，
全靠毅力在支撑。冲刺时你看到他们
在大步飞奔，其实那时候他们身体的状
况一点都不轻松，因此，国际大赛上经
常能看到高水平运动员跑“崩溃”的场
面。

更多网友质疑的是，为什么在那个
阶段有志愿者一而再再而三地给何引
丽递国旗？选手披国旗飞奔，不能安排
在冲过终点的时候吗？

当事运动员回应不是扔的
面对质疑，何引丽在微博解释：“我

不是扔的，国旗全部湿透，我的胳膊也
僵了，摆臂的时候甩出去了，很抱歉了，

望理解！”她在朋友圈里表示：“上台领
奖的时候我自愿披国旗颁奖的，这足以
证明我爱国的。”

何引丽告诉记者：“我没有故意不
想拿国旗冲过终点线这样的事。这次
只不过是最后 300米在和非洲选手最关
键的竞争时候接国旗不太方便。你看
我在长沙马拉松上也是双手举着国旗
冲过终点线。”

志愿者侵占赛道属违规
上海财经大学体育教学部主任、国

际田径裁判吕季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也表示，赛事志愿者除了固定的饮水站
外，不能违规踏上赛道，如出现违规帮
助运动员等，连带运动员都将被取消资
格。根据国际田联手册规定，终点前只
允许两名工作人员手持横幅带，等待冠
军，连裁判长都不可以踏上赛道。

19 日，赛事主办方先是回应称，递
国旗是志愿者个人行为，后又承认是赛
事具体要求。随后苏马官方运营方通
过媒体道歉，称此次事件是意外。

据《北京晚报》报道

回应：递国旗志愿者没必要自责
20日下午，处于舆论风波中的何引丽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志愿者没有必要自责，
希望在以后的比赛中，自己能在跑完终点后
再披上国旗。目前，中国田协正在调查，下
一步将准备从组织方面考虑对赛事流程的
规范。

何引丽告诉记者，揉国旗是为了防止把
国旗踩到脚下，但最后还是不小心把国旗甩
出去了。何引丽希望组委会能改善赛事环
节，在过终点后再递国旗。

18日，马拉松运动员魏静在微博上对何
引丽扔国旗的行为公开表示质疑，她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称，自己“在金钱和国旗之间选
择国旗”。19 日，魏静又发文称，“递国旗的
行为的确打乱节奏干扰了比赛，但国旗还是
应该尊重，不要随手丢弃”。对此，何引丽
说，没想过魏静会这样说，此前二人仅有一
次合作，但并无过节。

进展:江苏体育局等相关部门介入调查
20日晚，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

心马拉松社会活动部主任水涛向记者表示，
目前，中国田协正在了解情况、调查事件当
中，具体情况不便透露。水涛称，下一步将准
备从组织方面考虑对赛事流程的规范。另据
媒体报道，20日江苏省体育局相关工作人员
表示，正在积极调查事件。

此前，赛事运营方苏州市环太湖体育发
展有限公司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披国旗是
一件好事，但当天由于雨天阴冷，路面湿滑，
造成了这样的意外。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

何引丽回应：
递国旗志愿者不必自责

选手冲刺前被递国旗憾失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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