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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项目名称：海口·椰风海岸1-15#住宅楼监理；
招标人：海南金基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海南时利和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概况：项目新建15幢地下1层地上11层的住宅楼，总建筑

面积102737.56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76835.67平方米，地下建筑
25901.89平方米。最大单体建筑面积7001.69平方米，最高房屋建
筑高度34.8米，最大单跨跨度无（剪力墙结构）。

投标人资格要求：具备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乙级（含）或以上资质，总
监要求为在本单位注册的房屋建筑工程专业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

招标文件获取时间：请于2015年10月12日起在海口市建设工
程信息网（www.hkcein.com）下载招标文件。发布公告媒介：同时在
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招投标监管网、海南日报、海口市建设工
程信息网上发布。联系人：唐工，0898-68532507。

中标公示
海南省海口市南渡江流域土地整治重大工程的子项目：2013琼

山区旧州镇（联丰）项目施工、监理招标，于2015年10月9日已完成
开标、评标工作，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施工一标中标候选人：
江西省银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施工二标中标候选人：中国能源建设
集团广西水电工程局有限公司；施工三标中标候选人：青海省水利水
电工程局有限责任公司；施工四标中标候选人：惠州市水电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监理标中标候选人：海南双雪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公示期为2015年10月12日至2015年10月14日，如有异议请
在公示期内向招标监督部门投诉，投诉电话：0898-68720605。

招标人：海口市琼山区旧州镇人民政府
地 址：海口市琼山区旧州镇双拥路1号
招标代理机构：河南宏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海口市国贸大道56号北京大厦21B座

海南大学是国家重点建设的“211工程”大学，是海南省仅有的

公共管理硕士（MPA）培养单位，也是全国第三批36所MPA培养

院校综合评估为优秀等级的6所院校之一。根据招生计划，2016

年我校拟招收全日制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研究生80名，

专业代码为：125200。

报名条件：大学本科毕业3年或大专毕业5年及以上者。

报名方法和程序：1.网上报名：2015年10月10日—31日每天9：

00- 22:00 报名网址:http://yz.chsi.com.cn 或 http://yz.chsi.

cn。 2.现场确认时间及地点以网上报名规定地点为准。3.打印准考

证日期：2015年12月14日至18日。

入学初试科目及录取：初试：《英语二》、《管理类联考综合》 复

试：《思想政治理论》

联系方式：电话及传真：（0898）66292663 网址http://www.

hainu.edu.cn/mpa ，邮箱E-mail:hainumpa@sina.com

海南大学MPA教育中心地址：海南大学社科群楼A栋A110室

2016年海南大学全日制公共
管理硕士(MPA)招生简章

招标公告
海口市城建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广州穗科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代理南

渡江东岸路网一期项目。项目位于滨江东路东侧，琼山大道西侧，包
括 4条道路，总长约 3425m。其中规划一号路长约 642m，红线宽
40m，规划二号路长约706m，红线宽40m，规划三号路长约901m，红
线宽25m，规划四号路长约1176m，红线宽40m，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道路工程、排水工程、照明工程、交通和道路绿化工程等。招标范围：
初步设计调整及施工图设计。计划工期为30日历天。投标人及格要
求：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市政行业（道路工程）专业设计乙级
及以上资质，项目负责人具有路桥（或道桥）专业高级工程师。招标文
件获取时间：请于 2015年 10月 12日起从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
（www.hkcein.com）上报名及下载招标文件。发布公告媒介：本次招
标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海南日报、
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上发布。联系人：莫小姐66662983（详情请登
录http://www.hkcein.comzhaon招标大厅招标公告专栏）

招标公告
招标人：海口市路桥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招标代理：上海容基工程项

目管理有限公司。项目概况：长流十号路项目。位于海口市粤海大道东
侧，南起椰海大道，北至南海大道，全长约1544米，规划宽42米，为城市
次干道。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交通工程、排水工程、照明工程和
绿化工程等。项目总投资17090.20万元，招标控制价为97932948.21
元。工期240日历天。招标范围：道路工程、交通工程、排水工程、照明工
程和绿化工程等施工。投标人资格要求：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
壹级或以上资质，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止近三年内完成的市政
公用工程单项施工合同金额达5000万元（含）以上业绩，并在人员、设
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其中，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
市政公用工程专业壹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
合格证书，且未担任其他在施项目的项目经理。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投
标人须提供经本项目所在地或公司注册所在地检察机关出具关于投标
人、法定代表人及拟派项目经理有效的无行贿犯罪档案查询记录证明材
料。招标文件获取：2015年10月12日起从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
（www.hkcein.com）下载招标文件；文件每套售价500 元，售后不退。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为2015年11月2日8：30，地点为海口市海甸
五西路28号海口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3楼。发布公告媒介：本
公告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海南日报、海口市建
设工程信息网上发布。联系方式：刘先生0898- 68507299。

海南京友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47号

根据（2015）海中法执恢字第102-1号执行裁定书，经海口市中级人
民法院委托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由我公
司对以下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金贸区紫荆路2-1
号紫荆信息公寓13C房（证号：HK100446号），建筑面积：295.41m2,参
考价：261.4366万元，竞买保证金:50万元。现将第三次拍卖相关事项
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5年10月29日上午10:00。2、拍卖地点：海口
市海秀东路19号首力大厦502室。3、标的展示咨询及收取保证金时间：
2015年10月27日17:00前到账为准。4、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
至2015年10月28日12: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5、收取竞买保
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营业部；银行账号：1009454890000030。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
（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47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
明：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过户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拍卖机构电
话：0898-66785809 13637632488。法院监督电话：0898-6650161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闲置土地处置办法》、《海南省
闲置土地认定和处置规定》等有关规定，经万宁市人民政府2014年7月
31日《关于无偿收回海南东山彩色冲印有限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决
定》（万府〔2014〕39号）批准，现就收回海南东山彩色冲印有限公司闲置
土地公告如下：一、海南东山彩色冲印有限公司于1993年通过协议出让
方式取得位于万宁市东和农场太阳旅游区面积18000平方米（合计27
亩）的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为万国用（1996）字第89号，土地用途为旅
游用地。海南东山彩色冲印有限公司在取得该宗土地使用权后一直未
投入开发建设，已经形成土地闲置。因无法联系到用地单位，我局在
2013年9月5日通过海南日报公告的方式向该公司公告送达了闲置土
地调查通知书，根据闲置土地处置相关条例，我局于2014年1月8日向
该公司送达了《闲置土地认定书》和《闲置土地处置听证权利告知书》，并
告知用地单位如对我局的闲置土地认定结果有异议的可提出听证，但在
规定时限内用地单位仍未提出听证申请，现已超过规定的申辩时间，可

认定为用地单位放弃听证权利。根据闲置土地处置程序，2014年7月
31日，经万宁市人民政府《关于无偿收回海南东山彩色冲印有限公司国
有土地使用权的决定》（万府〔2014〕39号）批准，决定无偿收回该宗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二、请海南东山彩色冲印有限公司自收到本公告之日
起30日内到万宁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注销登记手
续，并交回万国用（1996）字第89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三、如不服万宁
市人民政府收回国有土地的决定，可在收到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海
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3个月内直接向海南省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既不申请复议又不起诉，也不履行收回国有
土地决定的，我市将根据《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直接公告
注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和土地权利证书。

特此公告
万宁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10月12日

关于无偿收回海南东山彩色冲印有限公司名下闲置土地的公告

海南国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口海事法

院委托，定于2015年10月28日10:00在本公司拍卖厅第二次公开拍卖：
位于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清澜新港路022号“红树湾国际度假公馆”项目
A幢1201、1203、911房（建筑面积分别为：86.48㎡、44.41㎡、86.48㎡）
及其相应土地使用权。参考价分别为：86万元、45万元、85万元，竞买保证
金分别为：20万元、10万元、20万元。特别说明：⑴拍卖标的已办理了总证，
未办理各房屋分证；⑵上述标的按现状独立拍卖，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由
买卖双方各自承担。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10月27日
止。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10月27日17:00前缴纳竞买保证金并到本
公司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帐为准，收取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口海事法
院；开户行：中行海口龙珠支行；账号：266262970641。缴款用途须填明：
（2015）琼海法技拍委字第10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需注明代某某缴款）。
拍卖机构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36号海外大厦13层,电 话：（0898）
66765286 13158900168,法院监督电话：（0898）66255907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告

（2015）海中法执字第175号
本院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海南住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与被执行人海南中宇慧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海口旭丰汇
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因被执行人拒不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依据本院（2015）海中法民
二初字第43号民事调解书拟将被执行人海口旭丰汇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持有的被执行人海南中宇慧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12.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申请执行人海南住总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名下。对上述法院待变更登记的股权有异议者，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1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异议，并提交相关证
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变更登记上述股权。特此公告

二0一五年十月八日

海口海事法院船舶拍卖公告
申请执行人海南海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陈日沈、

海南江海实业有限公司借贷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海南省三亚市
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对被执行人海南江海实业有限公司名下的“琼
三亚F8138”号船舶进行评估、拍卖，执行中本院依法扣押了被执
行人海南江海实业有限公司名下的“琼三亚F8138”号船舶。现依
据生效的（2015）琼海法执委字第1-1号执行裁定书依法成立了
船舶拍卖委员会，定于2015年11月13日上午9:00在本院第一
审判庭对该船舶进行公开拍卖。展示时间：2015年10月10日—
11月12日；展示地点：船舶扣押地——海南省三亚港。凡与该两
艘船舶有关的债权人、优先权人、抵押权人应自公告最后一次发布
之日起60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逾期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中
受偿的权利。联系人：夏小华 电话：0898-66160119凡欲购船者
请于2015年11月9日前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并交纳竞买保证
金。保证金为：人民币200万元。联系人：姜凌 电话：0898-
66160113；地址：海口市人民大道74号 邮编：570208；附：琼
三亚F8138号船技术参数：船舶建造日期：1998年6月15日，船籍
港：三亚港，船体材料：钢质，船舶种类：渔业加工船，航区：远海，总
吨位：3394吨，净吨位：1900吨，总长：100.88米，船长：94.50米，
船宽：15.20米，船深：8.30米，设计吃水：4.00米，主机总功率：
1618KW，评估价：人民币1410万元。 2015年10月10日

海南话小节目征集启事
为弘扬文明新风，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琼

剧演出内容，繁荣群众文化，海南省琼剧院从即日起面向全省
公开征集海南话小节目。

1、征集反映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百姓生活的当代题材，要求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讴歌时代精神，传播正能量；

2、作品为尚未上演的原创节目；
3、体裁为小琼剧或海南话小品，演出时长控制在10至15

分钟。
4、入围作品应按要求修改；作品上演，即支付稿酬，每件

5000元/件。
5、来稿须提供打印件一式两份，注明“小节目征集”以及作

者姓名、通讯地址、联系电话和邮政编码。
6、截稿时间：2015年12月31日（以当地邮戳为准）。
联系电话：0898-65370326 邮编：570203
投稿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海府路69号 省琼剧院创作研究室

海南省琼剧院
2015年10月12日

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省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定于2015年 10月30日上午10:00在我
司拍卖厅公开拍卖澄迈县人民法院执行的被执行人海南艺历皮革有
限公司名下所有的土地【证号：金江国用（1994）字第 1187号，面积
26.866亩，东至道路，南与大拉管区土地交界，西至道路，北隔50米至
海榆西线】及地上附着物、厂房、机械设备等。拍卖参考价：
1014.5366万元，竞买保证金：200万元。过户相关税费按国家有关
规定执行。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10月28日17:00止。
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10月28日17：00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5年 10月 28日 11:00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

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帐为准。交纳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009689400000122；开户行：海口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支行。缴款用途处须填明：竞买人姓名或名
称、（2015）海南一中法拍字第51号竞买保证金（如为代缴请必须注
明代某某缴款）。

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48号新达商务大厦28层
联系电话：0898-68539322 15120736791
法院监督电话：0898-65301058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省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定于2015年 10月30日 10:00在海南鑫
一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厅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被执行人海南万宁市大
古湖花木有限公司位于万宁市长丰镇牛漏墟海榆东线公路203公里
处西侧“北京村”项目C6别墅（建筑面积324.31平方米）、C7别墅（建
筑面积422.11平方米）、C8别墅（建筑面积422.11平方米）及该三幢别
墅使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所在土地证号：万国用（2008）第108009
号】。标的物分别拍卖，过户税费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参考价分别为：
C6别墅587.912万元、C7别墅760.776万元、C8别墅750.576万元。竞
买保证金分别为：C6别墅100万元、C7别墅150万元、C8别墅150万
元。瑕疵情况说明:3幢别墅未办理初始登记，未办理房产证。按房屋现
状拍卖，买受人按照房屋的权利现状取得房屋,后续的产权登记事项
由买受人自行负责。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10月28日11:00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 10月28日11:00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
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帐为准。交纳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账号：1009689400000122；开户行：海口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滨江支行。缴款用途处须填明：按顺序填写竞买人姓名
或名称、（2015）海南一中法拍字第21号竞买保证金。主拍单位：海南
鑫一拍卖有限公司，公司地址：海口市大同路36号华能大厦12B，电
话：66776139 13976325853。协拍单位：海南唐隆拍卖有限公司，公
司地址：海口市金贸中路 1 号半山花园晓峰阁 1588 室，电话：
36375711 13807631116 委托方监督电话：65328281

联合拍卖公告 （2015）海南一中法拍字第21号

海南东方鸿园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方）拟以其位于东方市
高坡岭西侧46666m2（约70亩）土地使用权对外招商合作共同开发，规
划建设限价商品房项目，现发布招商公告如下：一、合作内容：对招商
方拥有的位于东方市八所镇高坡岭西侧46666m2（约70亩）土地使用权
对外招商合作共同开发，规划建设限价商品房，预计建筑总面积69999
平方米，总投资额约人民币2亿元，2015年12月31日之前动工开始建
设，开工后30个月内竣工。项目用地土地证号为东方国用（2013）第
023号，土地面积46666.0m2（约70亩），证载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
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终止日期至2083年1月4日。该宗地1.0≤容
积率≤1.5，建筑高度≤35米，建筑密度≤18%，绿地率≥45%（各项规划
指标最终以东方市规划局颁发的证载指标为准）。二、合作方式：招商
方提供土地，合作投资方（即获得本项目合作开发权利的投资方，下同）
提供项目合作开发所需的全部建设资金，以招商方的名义建设限价商

品房。三、合作收益分配：1、招商方收益：招商方分得不低于3600万元
的保底资金。即合作投资方应向招商方支付不低于3600万元作为招
商方的收益。2、合作投资方收益：合作投资方支付完招商方所获保底
资金收益后，项目建成后的房产销售所得均为合作投资方的收益。四、
公告期：2015年10月12日--2015年11月9日，详情请登录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hi.gov.cn）、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
www.hncq.cn）查询。欢迎有意投资者前来我所报名及索取《海南东
方鸿园实业有限公司东方高坡岭土地招商合作指引》。联系方式：海南
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 电话：65237542，海口
市国兴大道 61号华夏银行大厦 18 楼海南产权交易所 电话：
66558034孙女士、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5年10月12日

海南东方鸿园实业有限公司东方高坡岭土地公开挂牌招商公告
项目编号：QY201509HN0100号

国有产权(资产)
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506HN0065-1-1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整体打包挂牌转让以下资产：琼

B13272金旅牌大巴车和琼B12970金旅牌中巴车，挂牌价：26万
元。公告期为：2015年10月12日至2015年10月26日。详情
请登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ggzy.hi.gov.cn）、
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查询。联系方式：海南
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 电话：65237542，
海口市国兴大道 61号华夏银行大厦 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
电话：66558038（黄小姐）、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5年10月12日

招标公告
一、招标单位：海口市秀英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二、项目

名称：海口市秀英区东山中心小学教学楼项目。三、项目概况：新建
一栋五层教学楼（首层架空），总建筑面积2219.55平方米。招标控
制价为5253012.00元。计划工期：180 日历天。招标范围：土建工
程、安装工程等（详见施工图）。四、投标人资格要求：具有建筑工程
施工总承包(或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或贰级资质，投标人提
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止近三年内完成的单项工程合同金额500万元
（不含）以上房屋建筑工程，已取得工程质量合格的（时间以竣工验收
时间为准）业绩，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其中，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建筑工程专业二级或以上级注册
建造师执业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未担任其他
在建项目。五、招标文件获取：请于2015年10月13 日起从海口市
建设工程信息网下载招标文件。详见网络版招标公告。六、招标代
理：广州东华建设监理有限公司0898-66730831。

芜湖市杨家巷外景（10月11日摄）。
新华社记者 张端 摄

在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内，一名遇难者家属等待DNA
比对认定结果。 新华社记者 张端 摄

据新华社合肥10月11日电（记者
陈诺）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10·10”瓶
装液化石油气泄漏燃烧爆炸事故现场
处置进入第二天，记者从该市多个部门
了解到，目前相关事故原因调查和善后
工作正在进行。根据调查，该餐馆涉及
无照经营。在17名遇难者中14名为
学生。

液化气罐爆燃到爆炸
仅为短短6分钟

芜湖消防部门相关负责人向记者
还原了事故发生的过程，从液化气罐爆
燃到爆炸仅为短短6分钟。

10月10日当天11时44分，位于杨
家巷口的名为“砂锅大王”的小吃店摆
放在门口的瓶装液化石油气发生爆
燃。11时47分，芜湖市公安消防支队
指挥中心接到报警，迅速调派了两个中
队4辆消防车30余名官兵赶赴现场。
11时50分，液化气瓶发生爆炸，大火很
快吞没了店面，并蔓延至三楼以及隔壁
店面。

根据现场视频显示，当时包括店主
在内的多名群众参与了救火，然而由于
火势太大，小型灭火器和水管未能起到
明显作用。

11时51分许，救援部队到达现场，
立即展开灭火工作。据芜湖市镜湖区
公安消防大队大队长杨韬介绍，到达现

场后，店面燃烧猛烈，消防队员第一时
间疏散了楼上住户，再到北侧进行破
拆，架设扶梯进行灭火，很快控制了火
势。12时20分，所有明火被扑灭。

明火扑灭后，救援人员在一层北侧
的两处地方发现了17具遗体。

事故发生时正是午饭时间，周边多
个学校学生放学来此用餐，遇难者中包
括14名学生，年龄在15岁到20岁之间。

现场处置不当

据芜湖市政府昨天晚些时候发布
的消息，根据现场勘验、调查询问情况，
事故原因初步判定为瓶装液化石油气
泄漏遇明火爆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事故现场虽排查出多个液化气罐，
然而在事故发生时，仅有一个液化气罐
发生了爆炸。那么，在32平方米的空
间内，一个气罐缘何能造成这么惨重的
惨剧？

——现场处置不当，逃生者“逆
行”。有目击者称，发生爆炸时，周边很
多人慌忙逃跑，一些人跑出店外，还有
一些人选择“逆向”躲进店内，这一细节
得到消防救援人员证实。

杨韬透露，起火爆炸的灶台和液化
气摆在店门口，火势首先把大门封住。
店内食客见火势大，不少都往后躲，然
而店面内部乃至阁楼上的窗户均有防
盗窗，无法逃生。

与此同时，该店老板在事故发生过
程中亦存在处置不当的地方。据介绍，
事故发生后，该店老板并未第一时间报
警，亦未进行人员疏散，而是选择通过
小型灭火器和自来水管进行灭火。

——私搭乱建多，可燃物丰富。杨
家巷是芜湖市老城区较为著名且年代
悠久的小吃街，这几十米的街区均由住
宅楼下的沿街小商铺、小排档形成，道
路拥挤狭窄，私搭乱建较多。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一街区防火间
距严重不足，两边店铺塑料顶棚林立，
使用材料均为可燃物，这些隐患导致火

势迅速蔓延。
——餐馆涉嫌无照经营。据权威

人士介绍，事故餐馆店主名叫张保平，
这家小吃店8月18日开始经营，但并未
在工商等部门登记。

店主已被控制

据介绍，该小吃店店主目前已被警
方控制，来自多个省份的专家前往芜湖
详细调查事故原因。

专家指出，液化石油气爆炸危害巨
大，老百姓应请专人对家中阀门接口、

灶具等质量进行定期检查。对于瓶装
液化石油气，更要购买正规的罐装液化
气，购买前要注意检查钢瓶的使用期限
和检验合格证。液化气钢瓶应远离热
源、直立放置、避免日晒，在使用中不要
用力摇晃和倾倒、摔砸。连接气瓶与灶
具之间的胶管长度不要超过2米或短于
0.5米，胶管两端必须用制式夹卡紧，胶
管老化或破损要及时更换，至少18个月
更换一次燃气软管。

另外，杨韬建议，消防常识应纳入
中小学教学内容，人员密集场所要定期
组织疏散逃生和灭火扑救的演练。

灾难瞬间发生，逃生者“逆行”

17名遇难者中14名为学生 据新华社上海10月11日电（记者李荣 张
良）11日在沪举行的长江流域园区与产业对接
会上，长江经济带大数据及发展研究中心正式建
立，发布国内首个长江经济带一体化指数与长江
经济带园区投资指数，并同步推出长江经济带经
济与社会发展等3个反映长江流域区域状况的数
据平台。

据介绍，此次发布的长江经济带一体化指数，
样本为9省2市的110个地级以上的城市，以城市
关系型大数据为基础，选取企业分支数据、信息流
数据和交通流数据进行模型分析和指标测算。
2015年指数监测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中区域经
济一体化水平较高的城市为：上海、南京、杭州、苏
州、合肥、无锡、武汉、宁波、常州、成都和重庆。

长江经济带
大数据平台建立

据新华社昆明10月11日电 记者从云南省
临沧市公安边防支队获悉，该支队于10月2日成
功破获一起跨国贩毒案，缴获毒品海洛因及冰毒
共计40.258公斤，抓获犯罪嫌疑人2名。

据了解，今年9月初，临沧市公安边防支队耿
马县公安边防大队接到群众举报，近期有人将从
境外运输一批毒品至中国内地贩卖。但具体时
间、运毒人员身份信息、运毒方式不详。

据此，专案组立即前往嫌疑人可能经过的路
段和区域进行设伏堵卡。10月2日19时许，专案
组在耿马县孟定镇南孟公路沿线截获一辆中型货
车，当场从该车上放置的1个编织袋和2个纸箱
内搜出毒品海洛因23.785公斤、冰毒16.473公
斤，两名嫌疑人被当场抓获。

目前，此案正在依法办理中。

云南侦破一跨国贩毒案
缴毒超40公斤

芜湖餐馆
液化气罐
爆炸追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