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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新建儋州市生活垃圾填埋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已形成，现公开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一、
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公众意见表的下载途径：1、网络链：
https://pan.baidu.com/s/1dDmQz551iwCDywqiUuan3A，提
取码292i。2、纸质报告书查阅地点：海南省儋州市那大镇东风路
189号老市委大院30栋。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以本项
目厂址为中心边长5km的矩形区域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
见。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通过信函或电子邮件，在公
示期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到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应采用实名方式并提供常住地址和
有效联系方式。建设单位：儋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局；邮箱：
95380136@qq.com；地址：见纸质报告书查阅地点；电话：0898-
36970186。四、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1.4.19~4.30。

新建儋州市垃圾填埋场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

2020年11月25日，我局在《海南日报》上刊登了编号为27010-
202031-2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2021年1
月 8日在《海南日报》上刊登了《中止挂牌出让公告》，暂时中止
27010-202031-2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现
根据工作需要，决定予以恢复继续出让，具体事项如下：

27010-202031-2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竞买
报名申请和竞买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为2021年4月30日下午5点
（以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为准），竞买资格确认时间为2021年4月30
日下午5点30分；挂牌截止时间为2021年5月7日上午10点。

原挂牌公告未做变更的内容继续有效，特此公告。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4月26日

关于恢复挂牌出让27010-202031-2号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经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以挂牌方式出让3幅地块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

二、竞买资格要求：本次土地挂牌出让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外注册，无不良经营纪录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企业，可申请参加
竞买。具有以下行为的竞买人不得参加本次土地挂牌出让：1.在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至今尚未付清的；2.在保
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有闲置土地、低效利用土地、未按土地出让合同约
定动工开发的、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未及时纠正的；3.被人
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名单和被税务系统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联
合惩戒名单的企业法人和个人；4.原非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人不得参
与该宗地的竞买。三、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
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规定时间内到我局查询和购买《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
让手册的具体要求申请参加竞买。四、申请人可于规定时间内到我局
提交书面申请。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
件的，我局将在2021年05月24日17: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五、时
间与地点（北京时间）：1.领取竞买手册及提交竞买申请时间：2021年
04月28日08:00——2021年05月24日17:00（逾期将不受理竞买申
请）；2.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2021年05月24日16:00（以到账为准）；
3.挂牌时间：2021年05月16日08:00——2021年05月26日10:00；
4.挂牌现场会时间：2021年05月26日10:00；5.挂牌地点：海南省政
府会展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地交易大厅。六、开发建设要求：
(一)竞得人须严格按照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规划部门批准的条件要求
开发建设。(二)建设项目应按照出让合同中约定的动工开发之日起一

年内开工建设，自开工之日起两年内竣工。(三)非海南注册的法人或
其他组织应在竞得土地后七日内在海南省注册成立新公司，新公司或
已成立的控股公司的出资比例不得低于50%(不含50%)。竞买人在提
交《竞买申请书》时，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拟成立的公司或已成立的控股
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四)该宗地若实施装配式建筑，须
按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进行。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本次挂牌
按照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最高报价低于底价的，
挂牌不成交，由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重新组织挂牌
出让。(二)本次挂牌为上述地块按现状挂牌，具体面积以产权主管部
门实际测量为准，多不退，少不补。(三)目前地块无抵押、无查封、无法
律经济纠纷，具备通水、通电、通路条件，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
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该宗地具备净地出让条件。(四)竞得人取得土地
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绿化、环保、消防、交通管理等
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管理规定。(五)本次成交价款不包括各种税
费（相关税费由双方按规定缴纳）。(六)竞得人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生效之日起60日内付清土地出让金（已缴交的保证金
可抵充土地出让金）。八、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联系地址：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保兴中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系人：邢先生 刘先生；联系电话：
0898-83666228 18976212356；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
cn/ggzy；http://lr.hainan.gov.cn；http://www.landchina.com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04月26日

出让人

响水镇南
春农场

地块编号

南春农场
001号地块

南春农场
002号地块

南春农场
003号地块

地块
位置

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
县响水镇
南春农场

土地面积

18981.47m2（28.47亩）

9177.77m2（13.80亩）

2216.45m2（3.32亩）

土地
用途

旅馆用地

旅馆用地

零售商业
用地

出让
年限

40年

40年

4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R≤0.6
R≤1.0
R≤1.5

建筑密度

≤25%
≤45%
≤50%

绿地率

≥35%
≥30%
≥20%

建筑限高

≤12米
≤12米
≤12米

竞买
保证金

1102万元

591万元

160万元

挂牌
起始价

581元/平方米

643元/平方米

725元/平方米

项目建设单位为琼海笑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用地面积
6735m2，位于嘉积镇金海北路西侧。公司现向我局申报建筑设计方
案，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为：总建筑面积26285.12m2（计容建筑面积
19980.68m2），容积率2.967，建筑密度24.85%，绿地率40%。为了
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和公众意见，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
时间：7个工作日（4月26日至5月7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自然
资 源 和 规 划 局（http://qionghai.hainan.gov.cn/zfxxgkzl/bm/
gtj/gkml/）、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
邮件请发送到qhsghwyh@126.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518室；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路233号；邮编：
571400。（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
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
咨询电话：0898—62842789，联系人：黄女士。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4月25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臻汇府建筑设计方案的公示

现对学校维修项目组织招标采购，现欢迎国内合格的供应商
来参加该项目的邀请招标。

一、项目名称:海口市第十六小学教学楼维修工程
二、建设范围:预算金额￥11.936521万元;主要建设内容:教学

楼外墙涂料粉刷
三、资金来源:财政资金
四、合格供应商应具备的资格条件:4.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条件。4. 2本次邀请招标要求
供应商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建筑装饰装修工程专业资质并在
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4.3未被列入失信被
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
为记录名单。4.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五、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2021年04月30日09: 00 (北京时间)，逾期送达的文件拒不接收。
六、开标时间和地点：1、开标时间: 2021年05月08日09: 00 (北

京时间)。2、开标地点:海口市美兰区海口市第十六小学多媒体教室。
七、公告发布媒介:海南日报。
八、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采购人:海口市第十六小学
地址:海口市美兰区海甸二东路41号
联系人:谢老师 联系电话: 13136088023

海口市第十六小学 2021年04月25日

公 告

受委托，在我公司拍卖厅公开拍卖以下标的：海口市美兰区和
平大道69号盛木·天一方H1别墅A房、B房、C房，建筑面积合计
973.73平方米，整体拍卖参考价：人民币2500万元，竞买保证金：人
民币500万元。现将拍卖事项公告如下:

拍卖时间: 2021年5月14日上午10:00。
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1年5月

13日17:00止。
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 2021年5月13日17:00前到账为准。
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整体拍卖；2、过户税、费按国家相

关规定各自承担；3、竞买人参与竞买应符合海南限购政策文件的要
求，因不符合限购政策，拍卖成交后无法办理过户的，由竞买人自行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4、标的现状及瑕疵请实地勘察和到相关部门
了解。

报名、拍卖地点：海口市滨海大道123号鸿联商务广场3层。
联系电话: 0898-68538965、13907530681、18976947136

海南宝恒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国家税务总局文昌市税务局委托，我公司定于2021年5月
14日上午10:00在本公司拍卖大厅拍卖下列资产：拍卖标的物名
称：海南文昌隆盛置业有限公司位于文昌市文城镇高隆路305号东
方龙湾5栋、6栋、7栋、8栋共59套建筑面积合计5518.79平方米住
宅房地产，房号分别为：5栋109、5栋112、5栋306、5栋1801、5栋
1816、5栋1911、5栋320、5栋1901、6栋111、6栋402、7栋112、7
栋119、7栋120、7栋121、7栋222、7栋301、7栋302、7栋422、7栋
522、7栋 608、7栋 609、7栋 709、7栋 710、7栋 722、7栋 803、7栋
810、7栋906、7栋908、7栋909、7栋910、7栋1022、7栋1102、7栋
1203、7 栋 1208、7 栋 1209、7 栋 1406、7 栋 1422、7 栋 1509、7 栋
209、7栋217、7栋809、7栋1122、7栋1222、7栋1622、7栋1701、7
栋1722、8栋A-1808、8栋A-1809、8栋A-105、8栋B-1808、8栋
B-1809、8栋B-101、8栋C-102、8栋C-103、8栋C-508、8栋C-
608、8栋C-1802、8栋C-203、8栋C-1801。整体优先，可分套拍

卖。整体参考价：人民币6167.0066万元，每套参考价及其他细节
详见本次拍卖的拍卖须知。

展示时间：2021年5月10日至2021年5月11日。收取保证金
单位：海南金鼎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农行海口市龙昆支行，账号：
21-139001040001861。缴款用途处须填明：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
须注明代某某缴款）。竞买保证金数额：整体竞买为1000万元，分套
竞买每套为20万元，报名截止时间2021年5月13日17:00前，逾期
不予办理竞买手续。竞买人应当符合海南省及文昌市政府颁布的有
关购买住宅用房的相关规定，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买受人自
行承担，房产过户办理不动产权证税、费按国家规定执行。

拍卖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椰海大道321号海南现代美居生活物流
园（二期）A区11层

委托方监督电话：0989-63330451
电话：0898-66825575 13976607840

海南金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琼01执恢54号之二

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南省海口新华区公证处(现为海口
市龙华区处) (2002)市新证经字第153号强制执行公证书和权利人
的申请，本院立案恢复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现变更为海南聚联投资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海南南繁实业公司、
海南裕昌实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查封了海南南繁
实业公司名下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南繁宿舍区3栋201号
房产(不动产权证号:38936)。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本院拟对上
述房产进行处置，如案外人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或者案件当事
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行为有异议，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提交书面执行异议及相应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
置上述房产。特此公告

本院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正义路8号。邮编:570206
联系人:唐平 联系电话: 0898-36660513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年4月21日

加快转型建设 锻造精兵劲旅
——习近平主席出席海军三型主战舰艇集中交接入列活动在全军引起强烈反响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4月23日出席海军
三型主战舰艇集中交接入列活动，在
全军引起强烈反响。广大官兵表示，
要加快推进转型建设，潜心钻研，刻苦
训练，熟练掌握手中武器装备特别是
高技术武器装备，不断增强新质作战
能力，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
必胜的精兵劲旅，不负党和人民重托。

倍感振奋 备受鼓舞
“习主席亲临仪式现场，亲切接见

一线官兵，充分体现了对海军转型建
设的高度重视，对新质战斗力建设的
格外关注，对海军官兵的关心厚爱。”
海南舰舰长闾勇军说，作为新型战舰
的第一任主官，深知责任重千钧，一定
做到边训练、边备战、边建设，加速推
动新质战斗力生成。

人民海军忠于党，舰行万里不迷
航。大连舰政委张向晖说，习主席授

旗并登舰视察，是全舰官兵的政治
荣耀，要更加从严要求，坚定维护核
心、看齐追随，在深蓝航道上书写铁
血忠诚。

“武器装备是军队现代化的重要
标志，是国家安全和民族复兴的重要
支撑。”有着20年军龄的新型潜艇艇
员、二级军士长高建涛，多次见证人
民海军潜艇装备更迭换代。他表示，
人民军队装备发展日新月异，广大官
兵的打赢底气越来越足，一定练好手
中武器，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
之必胜。

部队有关领导表示，接装部队成
立以来，组织官兵进厂跟训和试验试
航，目前已具备操作装备和驾驭平台
能力，战斗力建设初见成效，今后将紧
跟海军转型建设步伐，尽快完成全课
目训练，让国之重器早日形成作战能
力，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中发挥更大作用。

精武强能 练兵备战
领袖关怀砺斗志，沙场处处练兵忙。
南海某海域，海南舰所属某登陆舰

支队官兵展开反蛙人袭扰、规避“敌”潜
艇、编队防空、岛礁登陆等实战化课目
训练，着力破解联合作战难点课题。与
大连舰同属某驱逐舰支队、正在海上执
行任务的海口舰官兵，把领袖关怀化作
练兵动力，瞄准防空反导、反潜作战等
内容专攻精练，锤炼部队实战能力。

黄海某海域，被中央军委授予“水
下发射试验先锋艇”荣誉称号的海军
某潜艇组织攻防演练。艇长李寒飞表
示，演练中，官兵们把战斗力标准贯穿
到每一个环节、每一次操作，在实战实
训中砥砺打赢本领，努力锻造坚不可
摧的水下盾牌。

南部某省，“常规导弹第一旅”官兵
冒雨实施极限条件下发射对抗训练。所
属发射三营一级军士长、士官指挥长付

国胜带领作战单元快速展开设备、起竖
导弹，成功处置临机减员、随机导调、变
化打击目标等“特情”，最终精准点火。

中原腹地，空降兵某旅、联勤保障
部队某部群众性练兵比武竞赛如火如
荼；京郊训练场，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
四支队官兵加紧探索新装备作战运用
……习主席出席海军三型主战舰艇集
中交接入列活动，持续激发起广大官兵
矢志精武强能、聚力练兵备战的热情。

牢记嘱托 不辱使命
习主席出席海军三型主战舰艇集

中交接入列活动的新闻播发时，北部
战区陆军某边防旅政委高慧锋正率队
在中蒙边境最东端执行军地联合巡边
任务。他表示，要以“北疆有我，寸土
不让”的使命意识，带领官兵扎根边
防、安心边防、创业立功边防，为筑牢
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再立新功。

赵雨刚是空军航空兵“强军先锋

飞行大队”的一名飞行员。近年来，随
着实战化训练持续深入，联合训练渐
成常态，赵雨刚“朋友圈”中的其他军
兵种战友越来越多，他表示，要深刻体
悟统帅期望，奋勇投身转型建设，不断
提升作战能力，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
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某基地信息通信旅政委周镔说，
要始终着眼未来战场，紧盯战斗力生
成的关键环节，培育官兵创新意识和
创新能力，大力提高创新型人才培养
质量，把创新成果转变为部队战斗力
新的增长点。

执掌大国长剑，当好王牌底牌。火
箭军某旅先锋营指挥长何贤达说，要锤
炼过硬战斗作风，时刻保持箭在弦上、
引而待发的备战状态，最大限度发挥新
型武器装备效能，忠实履行保卫祖国安
全和人民幸福生活的神圣职责。

（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记者
梅世雄 梅常伟）

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国务院办
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城市内涝治理
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实施意见》提出，治理城市内涝事关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既是重大民生工
程，又是重大发展工程。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按
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立足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将城
市作为有机生命体，根据建设海绵城
市、韧性城市要求，因地制宜、因城施策，
提升城市防洪排涝能力，用统筹的方式、
系统的方法解决城市内涝问题，维护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促进经济社会
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实施意见》明确，到2025年，各城市
因地制宜基本形成“源头减排、管网排放、
蓄排并举、超标应急”的城市排水防涝工程
体系，排水防涝能力显著提升，内涝治理工
作取得明显成效；有效应对城市内涝防治
标准内的降雨，老城区雨停后能够及时排
干积水，低洼地区防洪排涝能力大幅提升，
历史上严重影响生产生活秩序的易涝积水

点全面消除，新城区不再出现“城市看海”
现象；在超出城市内涝防治标准的降雨条
件下，城市生命线工程等重要市政基础设
施功能不丧失，基本保障城市安全运行；有
条件的地方积极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到
2035年，各城市排水防涝工程体系进一步
完善，排水防涝能力与建设海绵城市、韧性
城市要求更加匹配，总体消除防治标准内
降雨条件下的城市内涝现象。

《实施意见》从三个方面部署了重点
工作任务。一是系统建设城市排水防涝
工程体系。实施河湖水系和生态空间治
理与修复、管网和泵站建设与改造、排涝
通道建设、雨水源头减排工程、防洪提升
工程。二是提升城市排水防涝工作管理
水平。强化日常维护，汛前要全面开展
隐患排查和整治，清疏养护排水设施，实
行洪涝“联排联调”，提升应急管理水平，
加强专业队伍建设，加强智慧平台建
设。三是统筹推进城市内涝治理工作。
优化城市布局加强竖向管控，强化规划
管理与实施，加快开工建设一批内涝治
理重大项目，强化监督执法。

《实施意见》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
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在“十四五”时期加快治理城市内
涝，落实责任、加大投入、加强保障、健
全制度，力争5年内见到明显成效。

国办印发《实施意见》

加强城市内涝治理

教育部：

义务教育学校
不得要求家长批改作业

据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记者余俊杰 胡
浩）记者25日从教育部获悉，义务教育学校严禁给
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批改作
业。要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切实履行家
庭教育主体责任，与学校形成协同育人合力。

根据教育部近日发布的《关于加强义务教育
学校作业管理的通知》，教师要对布置的学生作
业全批全改，不得要求学生自批自改，强化作业
批改与反馈的育人功能。通过作业精准分析学
情，采取集体讲评、个别讲解等方式有针对性地
及时反馈，特别要强化对学习有困难学生的辅导
帮扶。

通知指出，学校要严控书面作业总量，确保小学
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小学其他年级每天
书面作业完成时间平均不超过60分钟；初中每天书
面作业完成时间平均不超过90分钟。

通知还要求，严禁校外培训作业。各地要按国
家有关规定，把禁止留作业作为校外培训机构日常
监管的重要内容，坚决防止校外培训机构给中小学
生留作业，切实避免校内减负、校外增负。

嫦娥六号任务
预计2024年前后实施
或将继续月背征途

新华社南京4月 25日电 （记者胡喆、蒋芳）
“嫦娥六号任务拟瞄准2024年前后实施，目前正
论证以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为着陆点开展
采样返回和探测。嫦娥七号、八号任务也正在研
究中。”

这是中国探月工程三期总设计师胡浩近日在江
苏南京举行的2021年中国航天大会上发言时披露
的信息。

2020年12月17日凌晨，嫦娥五号成功从月球
采样返回，圆满完成了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
战略规划。

胡浩介绍，嫦娥六号探测器作为嫦娥五号的备
份，已于2017年完成主要产品的研制。按照“适应
性改进、技术上有进步、工程上可实现、经费上可接
受”的原则推进。

月球相对于地球是唯一天然卫星，可长期、稳
定、大尺度、实时监测地球，同时还是对外太空观测
站和深空探测技术的演练场。月球是中国航天迈向
深空的垫脚石、支撑点，中国将围绕月球科学应用开
展后续探测。

在谈及我国探月工程进展与展望时，胡浩介绍，
国家航天局正在倡议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推动更
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国际合作，打造解决
空间科学问题、有效利用月球资源、发展地月经济圈
的基础设施和共享平台。

据悉，探月工程具体分为三个阶段：2020年前
完成“绕、落、回”三步走；2030年前实现月球科研
站基本型的“勘、研、建”；此后，再完成月球科研站
的扩展与运营。即从具备月球探测技术能力，到
攻克月球科研站技术、提升月球科学与资源应用
能力，再到形成月球长期科研和资源应用能力。

4月25日，第四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建省福州市开幕，本次展会发布了包括5G、区块链、人工智
能、大数据等一系列新技术新产品。

图为在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览会上，载人自动驾驶飞行器也从科幻片里“飞”到了现场。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 摄

来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感受“黑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