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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商铺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08HN0182

受委托，按现状对以下房产、商铺进行分别招租：一、招租标
的：1、海口市东湖路1号3号铺面；2、海口市滨海新村492号8-8
号铺面；3、海口市环湖路18号红城湖教育培训院综合楼第6层；
4、海口市琼山区琼山中学西侧06号铺面；5、海口市华海路8号
中深小区1-8-2号房产；6、海口市琼山中学后门福地后街7号铺
面。二、租赁期限：五年，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租金，以后每年租金
递增3%，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交易。三、公告期：2021年8月
12日至2021年8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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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

项目建设单位为琼海市自来水公司，用地面积2000.06m2（约3亩），位于
琼海市博鳌镇村委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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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91m2（计容建筑面积1004.91m2），容积率0.502，建筑密
度42.76%，绿地率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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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至8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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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女士。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8月11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琼海博鳌供水加压泵站项目建筑设计方案的公示

文昌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公告
现向各有关单位公告送达《关于限期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

决定书》（详见统计表），决定内容如下：根据市政府《关于规范城市基
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的实施办法》（文府规〔2021〕97号），我局为城

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单位。我局于2021年7月28日作出的《关于
限期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决定书》（以下称“该决定”，详见统计
表），经依法直接送达未果，现公告送达。请各单位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我局领取《关于限期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决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特此公告。文昌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1年8月12日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公司名称

海南文昌昌隆实
业有限公司
文昌运通贸易公
司
文昌正豪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文昌凯盛大酒店
有限公司
海南浩远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宇昌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名邦旅业开
发有限公司
海南名邦旅业开
发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昌隆城东商城项目

叠翠苑住宅小区1、2、3、4、5号
楼及设备用房项目

产权式酒店1#楼项目

凯盛国际大酒店项目

一品国际项目

银河金座 (A1、A2、A4、A5、
B1、B2、B3、B4、B5、B6、B7、
B8、B9#楼，商铺C、D、E、F）项目
文昌藏龙淇水湾基斯顿产权式
酒店项目
文昌藏龙淇水湾基斯顿酒店产
权式一期工程项目

《关于限期缴纳城市基础
设施配套费的决定书》

文号

文审缴字〔2021〕1号

文审缴字〔2021〕3号

文审缴字〔2021〕4号

文审缴字〔2021〕5号

文审缴字〔2021〕6号

文审缴字〔2021〕10号

文审缴字〔2021〕13号

文审缴字〔2021〕14号

尚未缴纳城市
基础配套费

933550元

2500242元

2010087元

1876594元

844654.81元

9897291.95元

14261890.5元

1139364元

收款单位

文昌市财政局
财政性资金
文昌市财政局
财政性资金
文昌市财政局
财政性资金
文昌市财政局
财政性资金
文昌市财政局
财政性资金

文昌市财政局
财政性资金

文昌市财政局
财政性资金
文昌市财政局
财政性资金

开户银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文昌市南新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文昌市南新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文昌市南新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文昌市南新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文昌市南新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文昌市南新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文昌市南新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文昌市南新支行

账号

94600101000
0035555002
94600101000
0035555002
94600101000
0035555002
94600101000
0035555002
94600101000
0035555002

94600101000
0035555002

94600101000
0035555002
94600101000
0035555002

《海口市江东新区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D03-02、
D03-03地块规划用地性质及相关内容修改公示启事

经报海口市政府同意，拟按程序对《海口市江东新区起步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D03-02、D03-03地块规划用地性质及相关内
容进行修改。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
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日（2021年8月12日至9月10日）。2、公示
地点：海口市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haikou.gov.cn/）、海
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
到：hksjdglj@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美兰区兴洋
大道181号二楼规划建设部，邮政编码：571127；（3）意见和建议
请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
65686626，联系人：高铭聪。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1年8月12日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
于阗。”71年前，毛泽东写下诗句，对
喜获和平解放、重焕生机的新疆大地
激情展望。

1954年10月，党中央决定中国
人民解放军驻疆部队大部就地集体
转业，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是
党中央治国安邦的战略布局，是强化
国家边疆治理的重要方略，开启新中
国屯垦戍边新篇章。

此后，来自祖国各地的人们，与当
地各族干部群众一道，源源不断汇入
兵团事业发展洪流。在60多年的奋
斗征程中，兵团儿女赓续红色血脉，始
终继承发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逐渐
形成以“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
业、开拓进取”为内核的兵团精神，在
边疆创造了沙漠变绿洲、荒原变家园
的人间奇迹，为推动新疆发展、增进民
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国家边防
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2020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发表
重要讲话强调：“要弘扬民族精神和
时代精神，践行胡杨精神和兵团精
神，激励各级干部在新时代扎根边
疆、奉献边疆。”

屯垦天山 再造江南
——艰苦奋斗创伟业

“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
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

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
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
国。”新疆军垦博物馆里，醒目展示着
毛泽东当年对新疆10多万官兵发布
就地转业命令。

彼时的新疆百废待兴，生产力水
平低下，生产方式落后，人民生活贫
苦不堪。发展生产，改变当地一穷二
白落后面貌，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
立之初面临的一场“硬仗”。

“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
数万里，屯垦在天山。”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奠基人王震将军带领官兵们继
承发扬南泥湾精神，本着“不与民争
利”原则，进驻戈壁沙漠，在风头水尾
的不毛之地，在亘古荒原上开展轰轰
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硬是从无到有建
起一个个农牧团场。

喝苦咸水，住地窝子，人拉肩扛，
挖渠引水，开荒造田，节衣缩食，白手
起家……首批兵团军垦战士纺出了
新疆第一缕纱，织出了第一匹布，榨
出了第一块方糖。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八师所在的
石河子市，起初是一片戈壁荒滩，只
有几家车马店和卖馕人家，很快崛起
为兵团人自己选址、规划、建造的第

一座城市。
在美丽的塔里木河畔，至今仍传

颂着“塔河五姑娘”的英雄事迹；王震
大道、三五九大道、南泥湾大道、军垦
大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师所
在的阿拉尔市街头，一条条以时代记
忆、创业精神命名的道路，述说着难
忘的奋斗岁月，感动并激励后人。

扎根大漠 奉献进取
——“胡杨精神”代代传

天山南北，凡有兵团人的地方，
就有绿洲。兵团人就像大漠胡杨一
样，不论环境多么艰苦，都能顽强地
扎下根来，荫蔽一方。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47
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和田纪念馆，
一份份历史资料、一件件文物，讲述
着一代老兵感人肺腑的事迹。

1949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
一野一兵团二军第五师15团1803
名官兵，从新疆阿克苏出发解放和
田，在天寒地冻中徒步穿越“死亡之
海”塔克拉玛干沙漠，创下18天沙漠
行军1580里的奇迹。

此后，这群老兵一辈子扎根在沙

漠边缘，投身生产建设，献了终身献
子孙，“胡杨精神”“沙海老兵精神”感
动、鼓舞了无数后来人。

兵团人坚定理想信念，传承优良
传统，一代代接续奋斗。

20世纪60年代，上海知青李梦
桃从黄浦江畔来到兵团六师，在位于
中蒙边界的北塔山牧场当了一名“赤
脚医生”，长年骑马行走在艰苦荒凉
的牧区，为当地牧民送医送药，把一
生奉献给了当地医疗卫生事业。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学庚是土生
土长的“兵团二代”，为了让兵团人告
别用坎土曼辛苦耕作的生产方式，他
几十年如一日，刻苦钻研农业机械技
术，带领团队研究出两代铺膜播种
机，实现两次技术革命，助力新疆兵
团棉花生产实现质的飞跃。

热爱祖国 甘当卫士
——家国情怀筑“长城”

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家
国情怀，深植于一代代兵团人心中。

从默默守护国土安宁，到闻令即
动、与武警部队和各族群众携手打击
暴恐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坚持亦兵亦民、劳武结合、
兵民合一，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新疆社
会稳定中发挥了特殊作用，涌现了一
批批先进人物。

“七一勋章”获得者魏德友是兵团
九师161团职工，从1964年开始，50多
年来，在萨尔布拉克草原深处，在荒无
人烟的边境线上义务戍边20多万公
里，被誉为西北边境线上的“活界碑”。

兵团十师185团职工马军武和
妻子在自然条件恶劣的环境下，以哨
所为家，20多年来坚持在中哈边境
护边、护水、护林。他自豪地说：“一
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刘前东是兵团三师叶城二牧场
三连党支部书记，他追随父亲足迹，
在兵团海拔最高的边境连队抓民兵
队伍建设，常年组织民兵骑牦牛巡逻
护边，并想方设法带领职工群众过上
幸福生活。

他们是广大兵团职工群众履行
维稳戍边职责使命的缩影，是兵团精
神的生动体现。

2014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新疆考察时说，兵团成立60年来，广
大干部职工扎根新疆沙漠周边和边
境沿线，发挥了建设大军、中流砥柱、
铜墙铁壁的战略作用。

新时代的兵团人正传承前辈铸
造的宝贵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8月11日
电 记者潘莹 何军）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记者王优
玲）记者11日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获
悉，为指导各地积极稳妥实施城市更新
行动，防止沿用过度房地产化的开发建
设方式、大拆大建、急功近利等问题，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研究起草了《关于在实
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
通知》，并于日前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通知指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要
顺应城市发展规律，尊重人民群众意
愿，以内涵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为路

径，转变城市开发建设方式，坚持“留
改拆”并举、以保留利用提升为主，严
管大拆大建，加强修缮改造，注重提升
功能，增强城市活力。

近期，各地积极推动实施城市更新
行动，但在推进过程中，出现继续沿用过
度房地产化的开发建设方式、大拆大建、
急功近利的倾向，有些地方随意拆除老
建筑、征迁居民、砍伐老树、变相抬高房
价、提高生活成本，产生新的城市问题。

根据通知，在“坚持划定底线，防止

城市更新变形走样”方面，要求严格控
制大规模拆除，原则上老城区更新单元
（片区）或项目内拆除建筑面积不应大
于现状总建筑面积的20%；严格控制大
规模增建，原则上更新单元（片区）或项
目内拆建比不宜大于2；严格控制大规
模搬迁，更新单元（片区）或项目居民就
地、就近安置率不宜低于50%；确保住
房租赁市场供需平稳，统筹解决新市
民、低收入困难群众等重点群体租赁住
房问题，住房租金年度涨幅不超过5%。

在“坚持应留尽留，全力保持城市
记忆”方面，要求保留利用既有建筑，保
持老城格局尺度，延续城市特色风貌。

在“坚持量力而行，稳妥推进改造
提升”方面，要求加强统筹谋划，不忽视
地方实际和居民意愿，不头痛医头、脚
痛医脚，不运动式、盲目实施城市更新；
探索可持续更新模式，不沿用过度房地
产化的开发建设方式，不片面追求规模
扩张带来的短期效益和经济利益；加快
补足功能短板，不做穿衣戴帽、涂脂抹

粉的表面功夫，不搞脱离实际、劳民伤
财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提高城市
安全韧性，不重地上轻地下，不过度景
观化、亮化，不增加城市安全风险。

意见反馈截至 2021 年 8 月 20
日。通知强调，各地要加强对各市
（县）工作的监督指导，督促对正在建
设和已批待建的城市更新项目进行再
评估，重新完善城市更新试点工作方
案，对涉及推倒重来、大拆大建的要彻
底整改。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严控城市更新中大拆大建

筑牢新时代维稳戍边的钢铁长城
——兵团精神述评

国台办应询表示

坚决反对美方与中国台湾地区
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美方企图维持所谓“台海吓阻力”只会给
台海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更大威胁

据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有台媒报道，台
美在台湾东部海域举行了海巡联合演练，但台相
关部门称并非事实。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11日应询表示，我们注意到了相关报道。我们坚
决反对美方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
往来和军事联系。民进党当局与外部势力勾连、
挑衅玩火，必将自食恶果。

马晓光说，美方编织种种借口向台出售武器，
企图维持所谓“台海吓阻力”，只会给台海地区和平
稳定带来更大威胁，给两岸人民利益福祉带来更大
危害。我们坚决反对美方打“台湾牌”，敦促美方恪
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有关规定，慎
重妥善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发出错误信号。

马晓光指出，当前台海局势复杂严峻，根源是
民进党当局及“台独”分裂势力勾连外部势力，不
断进行谋“独”挑衅，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维护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家的核心利益，是包括台
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如果“台
独”胆敢挑衅，铤而走险，我们有权利采取一切必
要措施予以制止。

国家将逐步建立健全
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

据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记者彭韵佳 沐
铁城）日前，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发布《关于建
立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的意见》，将以全面建成
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
系为目标，逐步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
公平适度保障人民群众基本医疗保障权益。

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包含基本制度、基本政策以
及医保基金支付的项目和标准、不予支付的范围。

在基本制度方面，意见明确保障群众基本医
疗需求的制度安排，包括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医疗
保险和医疗救助。各地在基本制度框架之外不得
新设制度，地方现有的其他形式制度安排要逐步
清理过渡到基本制度框架中。

基本政策主要包括参保政策、筹资政策、待遇
支付政策等。其中，参保政策主要包括参保人群
范围、资助参保政策等；筹资政策主要包括筹资渠
道、缴费基数、基准费率（标准）等；待遇支付政策
包括基本医疗保险、纳入清单管理的补充医疗保
险和医疗救助待遇支付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在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基
础上，将统一制定特殊人群保障政策。地方不得根
据职业、年龄、身份等自行新出台特殊待遇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