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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尊敬的和泓·假日阳光业主：
大家好，衷心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司的支持与理解，我司也

持续致力于提升售后服务质量，更高效、更优质地服务业主。
最近经我司工作人员核实，有部分业主仍未提供所购房屋产权

证申报等相关材料，导致我司无法办理该套房屋的产权证申报工作。
为了避免因政府相关办证或缴税政策调整产生额外费用，请未

提供材料的业主收到本通知之日起30天内，尽快与我司工作人员联
系，提交产权证申报相关材料。若未及时提交材料，后续因政策调
整带来的损失及后果，需由业主本人自行承担，请各位知悉。

感谢配合！
客服热线：0898-88713373
财务热线：17389882683
值班时间：（周三、周五9：00-12:00）

三亚和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O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通知书

海南省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公告
(2020)琼0271执恢278号

关于申请执行人海南聚盈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被执
行人海南亨丰实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被执行人未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查封被执行人海南亨丰实
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文明东路217号的土地使用
权及地上建筑物(不动产权证号: G0239)，现拟拍卖上述土地
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如对上述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权属
持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并
提供相关证据，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
二0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本院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榆亚路669号
联系电话：0898-88866025

我局于2020年12月31日刊登在《海南日报》B07版，
位于万宁市兴隆旅游度假区碑头水库南岸、安富雨林海项目
东侧地段地块编号为万让2015-36号地块《万宁市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因故延期挂牌出让，现将延
期事项公告如下：

1、报名时间延期至2021年2月24日17:00时止（以竞
买保证金实际到账为准），我局将在2021年2月24日17:30
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2、挂牌截止时间延期至2021年2月26日15:00时；
3、其他事项不变。

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月28日

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
延期公告

一、招标项目：1、项目名称：海垦·桃花源项目A区一级渠道代理
商。2、项目需求：海垦·桃花源项目A区一级渠道代理商（详见项目
磋商文件）。

二、成交基本情况：1、招标方式：竞争性磋商。2、开标、定标时
间：2021年1月27日9:00。

三、成交单位：满足磋商条件的要求，结合项目实际需求情况综
合评定，确定排名前三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项目后续一级渠道
代理商的招标时间及招标需求，见报纸另行公告。1、成交单位名称：
海南华策卓越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海南卓亚家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房客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2、成交金额：渠道点数3.5%。

四、其他补充：公示期：2021年1月28日至2021年1月29日。
五、联系人：房先生，13016209020。

海垦·桃花源项目A区一级渠道
代理商中标公示

昌江县叉河镇排岸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已于
2021年1月27日完成开、评标工作，现将中标候选人
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国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中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晟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公示截止日期为2021年2月1日。
招标代理机构：西安建工建设工程招标有限公司

西安建工建设工程招标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8日

昌江县叉河镇排岸村土地综合整治
项目中标公告

铺前军港码头工程航道约638.97万立方米疏浚物
公开转让

项目编号：QY202101HN0030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整体转让文昌市铺前军港码头工程

航道约638.97万立方米疏浚物。挂牌价为26.7元/m3，竞买保证
金5000万元。

公告期：2021年1月28日至2021年3月1日。
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cn）、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网（zw.hainan.gov.cn/ggzy）查询。
联系方式：海南产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

夏银行大厦18楼），电话：66558026郭先生、66558023李女士；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1 楼受理大厅 4 号窗口，电话：
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1月28日

受委托，按现状对文昌市会文镇冯家湾沙港崀现代化渔业产业园3-12-1和3-12-2部分地块分别招租，公告如下：
一、本次招租地块位于文昌市会文镇冯家湾沙港崀现代化渔业产业园园内的国有土地，土地原为坑塘水面，现已平整，土地用途为设

施农用地。具体如下表：

序号
1
2

标的名称
3-12-1部分地块
3-12-2部分地块

租赁面积约（亩）
24.7518
22.6215

挂牌底价（元/亩）
227,214
227,215

文昌市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土地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XZ202101HN0031

二、每宗地块竞买保证金20万元。租赁期限为20年。支付
方式优先采用一次性付清20年的租金，也可按每5年一付；分期支
付的，按年折现率5.5%折算后分期等额支付。

三、有投资现代化渔业意向，符合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相
关产业发展规划的水产养殖行业的企业法人均可报名参加。采用
网络动态报价方式交易，价高者得。

四、公告期：2021年1月28日至2021年2月9日。详情请登

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
易网（http://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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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
66558038吴先生、0898-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
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电话：0898-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1月28日

与隔壁车水马龙的青年路不同，
位于“春城”昆明市中心的节孝巷狭长
而幽静，巷子里散布着几家小吃店、杂
货店，烟火气十足。踏着青石板继续
往前，一座青瓦白墙的云南传统小四
合院静静地坐落在巷子深处，这里，便
是中共云南地下党建党旧址。

90多年前的一个夜晚，云南的
第一个党支部在这里诞生。

1926年11月7日，在夜幕的掩
护下，共产党员李鑫、周宵、吴澄、黄
丽生、杨静珊等人在位于节孝巷的周
宵家，秘密召开第一次党员会议。

会上，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决
定，正式成立中共云南特别支部，由
云南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吴澄担任特
支书记。

“这是云南的第一个党支部，标
志着云南各族人民从此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踏上了崭新的革命征
程。”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一处一级
调研员陈祖英说。

1926年，正是大革命轰轰烈烈
开展之时。北伐战争即将开始，云
南督军唐继尧及其控制的滇军成为

北伐后方的严重隐患。正是在这一
背景下，中共广东区委派遣滇籍共
产党员李鑫回到云南，建立秘密的
党组织。

中共云南特别支部成立后，按照
中共广东区委指示，积极开展推翻唐
继尧反动统治的斗争。特支利用云
南军阀之间的矛盾，成功促成云南四
镇守使联合发难“倒唐”，于1927年2
月6日将唐继尧赶下台。

军阀唐继尧的垮台，极大地鼓舞
了云南各族人民的斗争热情。在云
南党组织的领导下，风起云涌的工人
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
动，如汹涌澎湃的激流冲击着封建军
阀的统治。党组织在云南得以迅速

发展。到1928年底，云南全省党、团
员人数增加到600多人。

然而，随着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
革命政变，全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执
掌云南政务的龙云秉承蒋介石反共旨
意，开始大肆通缉逮捕共产党员。

1929年5月，李鑫在准备发动工
人武装起义时不幸被捕，他在狱中宁
死不屈，仍不断宣扬党的主张，随后
被残酷杀害，牺牲时年仅 32 岁。
1930年底，因叛徒出卖，中共云南省
委书记王德三以及吴澄、李国柱夫妇
相继被捕。

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王德三
不为所动，在狱中写下了感人至深
的遗书。他在遗书中对父亲说：

“儿现时只有拿定主张，把身子献
给人类了！”

“吴澄被捕时已怀孕数月，但她
面对严刑拷打毫不屈服。”昆明市委
党史研究室征编一处处长董杨说，

“在牢狱里，吴澄还经常鼓励难友要
积极斗争。她说，一个共产党员的生
活就是战斗的生活，不坐牢时搞革
命，坐了牢还要搞革命。在这人间地
狱里，更要以百倍勇气和敌人斗争。”

1931年 12月 31日，32岁的王
德三、30岁的吴澄和24岁的李国柱
壮烈牺牲。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一位位革
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云岭大地，
如今已旧貌换新颜。2020年11月，

云南最后9个贫困县宣告摘帽。至
此，云南88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超过
880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一
代代革命先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正成
为现实。

“是先烈们的鲜血，换回了我们
今天的美好生活。”在中共云南地下
党建党旧址驻足参观良久后，昆明市
民陶静动情地说。

1991年，经云南省委批准，中共
云南地下党建党旧址经陈列布展后
对外开放，并成为云南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并不宽敞的小院内，陈列着王
德三、李鑫、李国柱、吴澄等革命先烈
的塑像、照片，供后人来缅怀这段光
荣而悲壮的革命历史。

“每年我们都要接待数万名参观
者，党员们在小院里聆听先烈故事，
重温入党誓词，许多人当场流下了泪
水。”讲解员姚群说。

冬日暖阳下，为云南播下革命火
种的节孝巷，宁静而温暖。

（新华社昆明1月27日电 记者
庞明广）

火种·理想·使命
——探访中共云南地下党建党旧址

最近，淘宝、拼多多等多个网购平
台悄然兴起宠物活体盲盒，售价从十几
元到上千元不等。打着盲盒的旗号，卖
家声称“不接受规定品种、盲盒发出不
接受退换与中差评、评论不允许晒”。

当前，盲盒的市场热度不减。中
消协近日发出消费提示，经营者销售
盲盒当规范、消费者购买盲盒勿盲
目。跟风而来的宠物活体盲盒又带来
了怎样的风险？记者多方调查了解
到，由于存在检验检疫缺失甚至危害
人身安全等多重风险，亟待加强监管。

宠物活体盲盒安全堪忧
记者在淘宝上搜索关键词“盲盒”

“活体”，出现了不少“乌龟盲盒”“仓鼠
盲盒”的商品链接。在拼多多上输入
关键词“宠物”“活体”，不仅有常见的
猫、狗、鸟等动物售卖，甚至有大白鼠、
蝎子、蜘蛛、蜥蜴等。从消费者评价
看，买来是当作宠物饲养。

盲盒，顾名思义就是在相同的盒
子里放置不同的商品，但有一定概率
能够抽到自己心仪的商品。正是这种
类似于抽奖的营销策略，极易刺激消
费者购买的欲望，成为当下吸引青少
年群体消费的营销方法之一。

相比其他盲盒商品，宠物活体盲
盒存在很大的健康和安全风险。有消
费者说，“揭开盒盖的那一瞬间，惊喜
与惊吓都有可能”。

记者在淘宝上一家售卖“乌龟盲
盒”的网店发现，店里有从9.99元到
882元不同价位的9种活体乌龟。当
记者询问店家各种盲盒里都是什么品
种时，店家表示会根据不同价位发不
同品种，拒绝透露具体品种。对于动
物检疫证明，店家则表示，“乌龟都是
自家繁养的，没有办理什么证件”。

在拼多多平台一家名为“橘子冰
的店”中，记者化身消费者，向店主要
亚洲雨林蝎、蓝薄荷角蛙的检疫合格
证，店主表示“没有这样的”，并且说

“由于活体的特殊性，活体发货，不退
不换”“饲养期间也没有包活”。

更可怕的是，非家养动物的“异
宠”——如爬虫、猛禽、野兽，这类在实
体店难觅踪迹的物品，在网上却能轻
易买到，令人震惊。近年来，长沙海关
多次在入境邮包中截获“野蛮收获

蚁”。长沙海关提醒，非法输入活体昆
虫，尤其是我国尚无分布的外来物种，
存在极大的检疫风险和生物安全隐
患，海关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理。

运输存在模糊地带
宠物活体盲盒大都通过快递配

送。由于缺少检验检疫，在运输过程
中，这类盲盒存在疫病传播的可能。

记者在某聊天群中联系上了一位
异宠卖家。当记者要求提供蜥蜴等宠
物托运必须有的动物检疫证明时，这
位卖家表示，蜥蜴、蜘蛛等是放在盒子
里快递的，不和人体接触，既不需要打
疫苗，也不需要什么证明。

一些线上宠物店卖家告诉记者，
受疫情影响，有的地区规定活体宠物
不能乘客车进行托运，而有的宠物店
老板通过“走关系”钻空子。一位名为

“诚信经营正规交易”的卖家说，当地
很多宠物托运业务都停了，但他“车队
有人”，仍可以进行活体宠物托运。如
果有需要的话，当天发货，隔壁省份第

二天就能到达。
一位快递小哥告诉记者，对于活

体动物配送，大快递公司一般是不接
的，主要是考虑无法评估动物价值，容
易陷入赔付纠纷。“现在这种天气，小
动物饿死、冻死、被其他货物挤压致死
都很正常，一般死了就地丢掉，赔付也
是扯皮的事。”他说，由于需求旺盛，很
多快递公司仍会接单。

对此，中国快递协会法律事务部
负责人丁红涛说，1990年的邮政法实
施细则曾禁止邮寄活体动物，但这一
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已被野生动物保护
法覆盖，即“禁止寄递受保护的野生动
物和剧毒、有传染病的动物”，而不是
所有的活体动物都禁止寄递。

他强调，除野生动物之外的其他
活体动物寄递，并没有明确的标准。
作为邮件的内件物品，一体适用收寄
验视、实名收寄、过机安检等寄递渠道
安全保障制度。“在实践中，如果认为
某类动物可能属于禁寄物品，应依法
调查取证，包括采用检验检疫等方

式。”他说。

网购特殊商品要有“度”
近年来，曾有消费者网购银环蛇

被咬致脑死亡的案例。这类可能危及
人身安全的宠物等特殊商品，能否随
意在网络上售卖？

对此，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表示，网
购商品的范围一定要有“度”，超过了
规定的“度”，就触碰了法律的高压
线。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都规定，经营者不得销售违禁产品，电
商平台要承担主体责任，一旦发现问
题要责令商家下架。相关监管部门可
以依据法律法规进行行政处罚，造成
严重社会后果的，可移交公安机关追
究刑事责任。

陈音江说，时下流行的宠物活体
盲盒，是一种非理性消费。盲盒看起
来是消费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娱乐行
为，有的青少年自制力、自控力没有完
全成熟，容易受到商家的误导甚至欺
骗，需要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此外，盲
盒这种形式的消费涉嫌侵犯消费者知
情权，对于商品种类、品质等监管都处
于模糊地带，这给销售劣质商品乃至
违法违禁物品提供了渠道。

（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

宠物活体盲盒

打开是惊喜还是惊吓？

山东笏山金矿事故处理最新进展来了

约谈！挂牌督办！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27 日电 （记 者 魏 玉

坤 刘夏村）针对山东烟台笏山金矿“1·10”
事故，国务院安委办 27日对山东省人民政府
进行安全生产约谈。当日，国务院安委会决定
对该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应急管理部指派
国家矿山安监局副局长带队进驻督导山东彻
查事故原因，严查事故迟报瞒报过程，依法依
规严肃追责。

约谈指出，事故发生后，该矿迟报、瞒报事故，
严重影响最佳救援时间，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造成重大损失，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山东专项
整治三年行动不深入不扎实，对违法违规行为打
击不力，矿山安全生产事故教训吸取不深刻、重大
灾害风险不断加剧、企业主体责任不落实、应急救
援处置能力不足、地方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必须认
真研究加以解决。

约谈要求，山东省各地区、有关部门和矿山企
业要明确矿山安全监管各部门职责，决不能以牺
牲安全为代价谋求一时一地、一企一矿的发展。
要深入开展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坚决防止违法违
规行为“屡禁不止、屡罚不改”。要加大不具备安
全生产条件的矿山和落后产能关闭退出力度，提
高非煤矿山最小开采规模和最低服务年限标准，
加快建设一批无人少人智慧矿山，提高本质安全
水平。要严肃事故调查处理和责任追究，查清事
故及迟报原因，坚决依法严厉处罚，向社会公布事
故调查报告，组织召开事故警示教育会，切实以事
故教训推动工作。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要求各地深刻吸
取事故教训，深入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坚决防范遏
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月27日致电马塞
洛·德索萨总统，祝贺他当选连任葡萄牙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去年以来，中葡关系经历疫情考验，传
统友好展现新生机，抗疫卫生合作迈出新步伐，务实合作续有新进

展。我高度重视中葡关系发展，愿同德索萨总统一道努力，推动中
葡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向葡萄牙当选连任总统德索萨致贺电
台海会否擦枪走火？国台办：

取决于民进党
谋“独”挑衅程度

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记者石龙洪 陈
舒 查文晔）针对有记者问解放军密集在台海进行
实战化演练会否发生擦枪走火，国台办发言人朱
凤莲27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指出，这取决
于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进行谋“独”挑衅到什
么样的程度。

在回答有关问题时，朱凤莲还指出，关于解放
军在台湾海峡进行实战性演练，我们多次表达过
立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上世纪
40年代末台湾问题因内战产生以来，我们维护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和决心一直坚定，从来
没有改变。为有效应对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

“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行径，我们不承诺放弃
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措施的选项。这一点，在
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变。

朱凤莲指出，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和
“台独”分裂势力不断变换手法进行谋“独”挑衅，
妄图分裂国家、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严重损害
两岸同胞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严重破
坏台海和平稳定。

她表示，解放军在台海地区组织实战化演练，
就是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正警告外
部势力停止干涉、严正警告“台独”分裂势力停止
挑衅。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才能够维护两岸同胞共同利益，才能够维护两岸
和平统一的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