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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山市162建筑用花岗岩矿点采矿权挂牌出让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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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等规定，五指山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五指山

市162建筑用花岗岩矿点采矿权。本次挂牌出让由五指山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委托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海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具
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采矿权的基本情况

二、矿区范围坐标：J1、X=2075084.56，Y=36659912.91……J12、
X=2075087.61，Y=36659961.04（西安80坐标，详见出让手册）

三、本次挂牌出让按照出价最高且高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竞买人资质条件：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法人（除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与竞买。2、在五指山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整顿和规范采矿秩序过程中不存在乱采、滥挖、越界开采等违法违规
行为，无因未履行义务被取消竞得人资格，无因违法被吊销采矿许可
证，无擅自印制或伪造、冒用采矿许可证等不良行为。3、参与我省采
矿权招标、拍卖或挂牌出让的竞买人，受到省、市（县）国土资源部门禁
止参与竞买处罚且期限未满的，不得申请竞买。4、由于该矿区周边涉
及军事用地，申请人报名时应持有与相关部队签订的土地租赁意向书
等相关租赁证明。5、愿意提交《五指山市162建筑用花岗岩矿点采矿
权竞买承诺书》（样本见挂牌出让手册）。

五、竞买咨询及竞买申请：有意竞买者可到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
22号窗口查询和获取《五指山市162建筑用花岗岩矿点采矿权挂牌出
让手册》，并按手册的具体要求申请参加竞买。竞买申请时间：2014
年10月24日上午8:00至2014年11月12日下午17:00。

六、竞买保证金：竞买申请人在提交竞买申请前应以自己企业的
名义将竞买保证金以转账方式存入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海
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指定账户。

七、竞买资格确认：经审查，竞买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
符合竞买人资质条件的，在 2014年11月12日下午17:30时前确认其
竞买资格。

八、挂牌时间及地点：1、挂牌起始时间：2014年11月13日8:30；

2、挂牌截止时间：2014年11月27日10:00；3、受理挂牌报价时间：上
午8:30时至11:30时和下午14:30至17:00；4、挂牌地点：海口市国兴
大道9号会展楼2楼“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203室；海南省
土地矿产交易市场交易大厅（海口市美贤路9号一楼）

九、风险提示：1、矿业权存有不可预见的自然因素变化、政策法规
变化等风险，竞买人在竞买前应当预见到有一定的风险，在竞得后须
自行承担风险所带来的损失。2、五指山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定于2014
年10月 29 日组织矿区现场踏勘及答疑，有意竞买者请于2014年10
月29日9:30前到五指山市国土环境资源局门前集合（地址：五指山市
奥雅路政府综合服务楼四楼；联系人：耿先生，联系电话：0898-
86622742）。如有意竞买者未按时到场，未进行现场踏勘，视为对本
次出让矿区情况无异议，并自行承担相应的后果。

十、其他事项：1、有意竞买者自行察勘矿区现场；2、本次挂牌出让事
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3、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
电子邮件及口头等方式竞买申请；4、本公告所指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十一、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0898-65303602 65372953 65236087
联 系 人： 李先生 陈女士
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五指山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
（海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

2014年10月24日

矿区名称
五指山市162建筑用花岗岩矿点采矿权

矿区位置
五指山市西南侧番道村附近

矿区面积(m2)
20795

资源储量(万m3)
8.98

生产规模（万m3/年）
8.98

服务年限(年)
1

挂牌起始价(万元)
13

竞买保证金(万元)
13

治理保证金（万元）
50

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 经中央
同意，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

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将于2014年
10月25日在北京召开。

十八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
25日召开

新华社武汉10月23日电（记者黎
昌政、俞俭）经过7年研制和建设，我国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脉冲强磁
场实验装置23日在华中科技大学通过
国家验收，并正式投入运行，我国由此
成为继美、德、法之后第四个拥有大型
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的国家。

强磁场与极低温、超高压，被列为
现代科学实验最重要的极端条件之一，
脉冲强磁场技术是产生强磁场的重要
技术，建设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可为凝
聚态物理、材料、磁学、化学、生命与医
学等领域科学研究提供理想的研究平
台。教育部、科技部、发展改革委、湖北

省等 32位专家组成的验收委员会认
为，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总体性能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部分指标实现了国际领
先，已成为国际上最好的脉冲强磁场装
置之一。

华中科技大学2008年开始建设的
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项目，通过自主创
新，在脉冲磁体分析设计、脉冲功率电
源、低温制冷等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
使我国掌握了脉冲强磁场装置核心技
术。2013年8月，装置实现90.6特斯拉
的峰值磁场，使我国成为继美国、德国
后世界上第三个突破90特斯拉大关的
国家。装置还配备低温、高静压、光源

等实验条件，具备开展脉冲强磁场下电
输运、磁特性、磁光、电子自旋共振等科
学实验能力。

截至今年 9 月底，实验装置已累
计开放5790机时，为50个国内外科研
单位开展了170项科学实验，涵盖物理
学、材料学、化学、生命科学等多个学科，
特别是在高温超导体、狄拉克电子体系、
量子临界材料等前沿基础领域和科学热
点方面展开研究。

通过国家验收正式投入运行

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跻身世界“最好”

新华社武汉10月23日电（记者黎
昌政、俞俭）我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项目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23日通过
国家竣工验收。专家介绍，脉冲强磁场
不仅能满足前沿基础研究需要，在航空
航天、新能源等行业也有广泛应用。

强磁场环境是基础研究的必需
品。我国脉冲功率技术专家、中国工程
院院士潘垣介绍，强磁场是现代科学实
验最重要的极端条件之一，脉冲强磁场
具有高场强、高均匀度、高梯度及高平
顶稳定度等特性，可助科学研究者发现
未知、研究规律，实现理论突破。

高强度磁场是科学家研究科学效
应的“放大镜”，大多数科学效应的显现
与磁场强度有关。华中科技大学国家
脉冲强磁场科学中心（筹）主任李亮教
授介绍，有些科学效应甚至只在强磁场
环境中显现，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可为
物理、材料、化学、生命与医学等领域科
学研究提供理想的研究平台。

“一声巨响、一阵青烟、一件板料瞬

间成形”，中南大学钟掘院士实地考察
脉冲强磁场成形装置、观看成形实验过
程后说。

在脉冲强磁场环境中，线圈与金属
材料相互作用产生极大的洛仑兹力，将
坚硬的金属材料“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在1至2毫秒内塑造成特定形状。这种
技术可实现金属零部件整体单次成形，
可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汽车制造、仪

表仪器等领域。
据专家介绍，这种技术具有非接

触，回弹小、抑制起皱、提高成形性能等
优点，是铝、镁等轻质合金难成形材料
的优选成形方法。

大型永磁设备整体充磁，则是一步
到位的革命性改进。传统大型永磁设
备都是先分块充磁，后拼接安装。将充
磁后各部分拼装成整体时，须克服“同

性相斥”的力，难度大、成本高、效率低，
长期运行失磁后二次充磁时，还须将永
磁体拆分成小块重新充磁。

利用先进的脉冲磁体和脉冲电源
技术，研发大型永磁设备整体充磁系
统，不仅可实现先拼装后整体充磁，再
次充磁时也无需拆卸永磁块，只需接上
电源再次放电即可，让永磁风力发电
机、永磁高速电机等大型永磁设备的充
磁像手机充电一样方便。

“脉冲强磁场相关衍生技术还可广
泛应用于磁制冷、磁治疗等多个领域，
应用十分广泛。”李亮说。

“脉冲强磁场”应用空间广阔

据新华社昆明10月23日电 记者
23日从昆明市纪委了解到，昆明市纪委
对晋宁县富有村“10·14”事件16名责
任人进行问责和党政纪立案查处。

昆明市纪委通报，经10月22日昆
明市纪委常委会研究并报市委常委会
决定，对有关单位和责任人进行如下处
理：责成晋宁县委、县政府向市委、市政
府作出深刻检查。

给予晋宁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
徐免职处理并进行党纪立案查处。

给予晋宁县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
晋城镇党委书记陈海彦免职处理并进
行党纪立案查处。

给予晋宁县委副书记、县长岳为民停
职检查问责，待进一步调查后再作处理。

给予晋宁县副县长、公安局局长侯
晓冰停职检查问责，待进一步调查后再
作处理。

给予晋宁县公安局政委杨丹停职
检查问责，待进一步调查后再作处理。

给予晋宁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陶希润停职检查问责，待进一步调查后
再作处理。

经10月22日晋宁县纪委常委会研
究并报晋宁县委常委会决定，对“10·
14”事件中处置不力、工作不到位的10
名责任人进行如下处理：

给予晋宁县晋城镇党委副书记、副
镇长、代理镇长何其云停职检查问责并
进行党政纪立案查处；给予晋城镇党委
副书记、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李永飞，
晋城镇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副书记、派出
所所长朱瑾波，晋城镇派出所副所长王
璨辉免职问责并进行党政纪立案查处。

给予晋宁县信访局局长、泛亚工业
品商贸物流中心项目开发建设指挥部
社会维稳组副组长杜林，晋城镇信访办
主任王建平、综治办主任袁跃良、晋城
派出所治安中队长郑云坤免职问责。

给予晋宁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纪
委书记杨映平，副局长、泛亚工业品商
贸物流中心项目开发建设指挥部社会
维稳组组长马辉停职检查问责。

云南晋宁冲突事件追踪

16名责任人
被问责和党政纪立案查处

近日，重庆大学收到校友唐立新3
亿元捐赠，刷新了国内大学一次性校友
捐赠的新纪录。

浙江商人回馈母校
捐赠一栋大楼

在重庆大学85周年校庆典礼现场，
该校81级校友唐立新宣布捐赠3亿元，为
母校新建一栋信息博览大楼，选址在重庆
大学虎溪校区，面积约12.5万平方米，涵
盖学术交流、信息技术、博览等功能。

重庆大学校长助理赵骅介绍说，唐
立新在重大读书时，成绩名列前茅，担
任了班级团支书，同学们对他比较推
崇，因此他对重大很有感情，毕业后创
业，积累了财富，2006年他就产生了回
报母校的捐赠意愿。

据了解，2009年起，唐立新通过设
立奖学金、奖教金和教育基金等方式，
资助母校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还资助
在校学生自主创业、出国留学、科研奖
励等，目前累计向母校捐赠达3.6亿元。

生于教师之家
热衷捐资助教

为母校捐赠3亿元，让唐立新受到
舆论关注。此次接受采访之前，他还在
与北京大学商谈捐赠事宜。

“我对高校进行捐赠是有计划的，
并不是随性而为。”唐立新告诉记者，
他捐赠对象是一些著名高校，如北大、

清华、浙大、复旦、上海交大等。因为
自己是四川人，捐赠计划也包括西南
地区的重大、川大、西南财大、电子科
技大学等高校。目前，他已在这些学
校设立了基金。

唐立新告诉记者，他捐赠不是一次
性的，而是长期的系统性的，具体到某
一个学生，从大一确定后一直资助到毕
业，无条件的将他们培养成才。

比如，他在重大设立的基金会，捐
赠项目27个，针对优秀学生、优秀老
师、优秀辅导员设有奖励项目，还设有
出国留学基金、游学基金、科研基金等，
最少的都有十几个项目。

“同时，还细化到大学生个人，如在
重庆设立的支持大学生创业的基金，每
年的评定，我都要听大学生逐个介绍他
们的创业计划。”唐立新说。

为何热衷于教育慈善？他说原因
有二：其一，教育是立国之本，支持教育
是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其二，自己的母
亲是高中语文老师，从小生活在教师家
庭，耳濡目染，深感教育作用之大。

“校友捐赠”启动
期待出现新人

从潘石屹为哈佛大学捐赠1500万
美元资助中国学生留学，到唐立新为母
校重庆大学捐赠3亿元人民币……引
发了人们对与教育捐赠特别是“校友捐
赠”的新期待。

据了解，中国校友会网今年发布我

国大学校友捐赠排行榜，已有16所大
学跻身于“亿元俱乐部”，大学累计接受
校友捐赠近百亿元。

中国校友会网总监赵德国表示，在
上榜校友中，有200多名富豪向其母校
捐款捐物，合计金额高达48亿，占高校
校友捐赠总额的52.75％。

专家指出，在30多年的改革大潮
中，我国有相当一批人白手起家，积累
了巨额财富，其中有意图回报社会的不
在少数。由于“母校情结”及重视教育，
近年来“校友捐赠”之风悄然兴起。

赵骅介绍说，校友捐赠是欧美世界
一流大学的常态，哈佛大学办学经费五
分之三来自校友捐赠、耶鲁大学办学经
费有三分之二来自校友捐赠。而校友
在校期间的求学满意度、商业成就和大
学校友服务水平三大因素决定了校友
的捐赠意愿、捐赠潜力和捐赠额度。

专家建议，有关部门要改进慈善管
理，营造捐赠文化氛围，完善捐赠制度，激
发社会潜能，促使慈善事业进一步发展。

记者朱薇、陈国洲
（据新华社重庆10月23日电）

重庆大学校友唐立新
向母校捐款3亿元创纪录

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
春莹23日在回答关于美军在日本布置反导预警
雷达的问题时表示，个别国家推进亚太反导部署，
谋求单边安全，不利于地区战略稳定与互信。

据报道，美军日前将反导预警用“X波段雷
达”运至日本京都府的美军经之岬通信所，该雷达
预计将在年内正式启用。

华春莹在当日例行记者会应询时说，个别国
家推进亚太反导部署，谋求单边安全，不利于地区
战略稳定与互信，不利于东北亚和平稳定。特别
是在当前地区形势复杂敏感的背景下，上述行动
更是令人关切。

华春莹说，中方认为，有关国家应从地区和平稳
定大局出发，致力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维护地区安
全，不能以此为借口，做损害他国安全利益的事。

外交部发言人
批美军在日本
布置反导预警雷达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 民政部网站23
日发布消息称，财政部已会同民政部、全国老龄办
联合下发《关于建立健全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等
老年人补贴制度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大公共财
政支持力度，切实解决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等老
年人的后顾之忧，推动实现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

为此，通知要求，省级财政部门要会同民政部
门、老龄工作部门，结合当地实际，及时制定经济
困难的高龄、失能等老年人补贴制度的资金管理
办法和具体实施方案，明确具体补助项目、补助范
围、补助标准、资金筹集渠道、申请条件和审查公
示、发放程序以及监督管理措施等内容。已经出
台了相关补贴政策的地区，要进一步完善补助政
策，强化资金管理，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部门下发通知

建立健全经济困难的
高龄、失能等老年人
补贴制度

➡图为验收组专家参观脉冲强磁场
装置。

红外相机拍摄到的金钱豹活动照片。
2014年5月28日至6月8日，国家林业局

中南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在西藏昌都地区进行
野生动物普查并在昌都地区洛隆县的玉西乡与
康沙镇等地架设了多部红外相机。2014年 10
月，调查队员将之前架设的红外相机回收，并对
回收相机拍摄的照片进行整理，发现红外相机拍
摄到了大量珍贵的野生动物活动照片，其中最有
价值的是多架相机清晰地拍摄到了国家Ⅰ级重
点保护动物金钱豹。拍摄的豹为成体，据估计，
头体长约1.4m，尾长约0.9m。

新华社发（西藏自治区林业厅供图）

西藏拍摄到
国家重点保护动物金钱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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