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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翼而飞”的电动车：

说拖走就拖走 罚款说涨就涨
停在小区门口的电动车“不翼而飞”，长时间没人通知去向，原来是被城管拖走了；罚款标准混乱，从50元涨到

100元未经相关程序；罚了很多钱，治理效果却不明显……
“新华视点”记者近日随国务院第八次大督查第十三督查组工作人员在重庆市丰文街道暗访发现，城管执法大

队对违规停放电动车存在以罚代管、执法不规范等问题。

“我出小区门看到路边有人拖
电动车，发现其中一辆居然是我
的。”重庆市民黄女士家住沙坪坝区
学府悦园小区，9月1日清晨出门买
菜时正撞上自己的车被拖走。

拖车的城管执法人员说，这么
做是因为她没有把车停在划定道路
范围内，按照规定需交罚款后去附
近停车处取车。

黄女士拿身份证交了100元罚
款，按手印后拿到取车单。“去交钱
的时候碰到好几个车主，都是因为
违停被处罚。”

她辗转问路走了20多分钟，才
终于找到城管执法人员口中的停车
处。再蹚着泥土路，好不容易从密密
麻麻停放的车辆中找出自己的车。

黄女士颇感不平：“一辆电瓶车
才多少钱？违停一次竟然就罚100
元！”更令她气恼的是，拖走了车不
给任何通知。“如果不是碰到，我肯
定以为车是被偷走了。”

记者了解到，黄女士的经历并非
个例。一些电动车主还抱怨：车子被
路人不经意地挪出划定的格子线，也
被开罚单。另外，前往指定的停车场
和缴纳罚款的银行都很不方便。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没有得到
通知，很多车主并不知道自己的车
到底去了哪儿，有些人甚至是打110
报警后才知道车被城管人员拉走
了。在黄女士说的停车处，管理人
员告诉记者，车主需在周一至周五
工作日找城管缴费，凭取车单拿
车。不过，相当数量的车数月无人
认领，一直停放在这里。

记者看到，这个露天停车处约
2000平方米，仅有的一条小路上不
时能看到水坑，杂草之间堆叠着近千
辆车。风吹日晒加上雨水冲刷，一些
挤在里边的车辆已经有所损毁。

据了解，100元的罚款金额是
从今年开始执行的。7月中旬，丰
文街道规定，电动车违停罚款金额
从50元调整为100元。很多市民
质疑罚款涨价的理由是什么？

重庆市沙坪坝区相关负责人
称，丰文街道居住人口多、电动车
保有量大，不规范停车行为将对
行人安全、交通通畅、救护车等应
急车辆通过产生不利影响。为
此，丰文街道划定了电动车停车

区域。
对相关违法行为，丰文街道之

前处以50元的罚款，7月15日开始
上涨为100元。督查组认为，罚款
金额的设置、上调均未履行公示等
程序。

“罚了这么多车我觉得治理效
果并不明显。”学府悦园小区常住
居民聂先生说，该小区附近人
多、车多，几乎不可能做到每个
人的车都能放到停车位里，划定

的停车位总体数量不够。多家小
区周围商户表示，下班回家后，
被迫停在停车位以外的车辆依然
非常多。

数据显示，2020年丰文街道全
年共处罚违规停放电动车案件
2000多起，罚款金额9.9万元。今
年以来，截至9月1日，丰文街道处
罚次数已经超出2000起，罚款金
额突破10万元，但未能有效遏制违
规停放多发势头。

新华视点·国务院大督查在行动

车辆拖走不告知主人
停车处存大量无主车

罚款说涨就涨，治理效果不明显B

督查组表示，该方式以罚代
管倾向明显。片面强化行政处罚
和提高罚款金额，缺乏批评教育
等柔性执法，造成群众带着怨气
来、顶着怒气走，双方矛盾较大。

解决电动车乱停放问题，关
键还是要合理划定停车范围，平
衡交通秩序与百姓停车方便的诉
求。即便涨价也要公开听取意
见，充分论证，不能拍脑袋决策。

督查组建议，应进一步研究
执法依据、明确执法标准、规范执
法行为、加强执法人员培训，还应
适当改善硬件设施，加快推行电
子缴款方式，合理设置银行网点，
依法增加停车位。

沙坪坝区有关负责人表示，
对督查组所提意见照单全收，立
行整改。要举一反三，在全区层
面排查相关问题；加强对执法人
员的培训，怀着敬畏心、人民心、
同理心、包容心开展执法活动；进
一步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精
准度；加强对硬件方面的管理，减
少群众的时间、精力成本。

电动车是普通百姓重要交通
工具，但使用和停放不规范等问
题日益突出，亟须加强管理、强化
跨部门协同配合。

目前，虽然多地出台了相关
管理要求，但仍缺乏统一规范，一
些地方执法粗暴、管理混乱，不时
成为网络热议话题。

督查组建议，相关部门应进
一步深入调研全国电动车使用问
题，研究完善行驶和停放等相关
管理办法，推动电动车管理法治
化、规范化、科学化。

（新华社重庆9月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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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大坡镇大坡粮食管理所（老墟）
土地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09HN0209

受委托，按现状对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大坡粮食管理所（老墟）
仓储用地进行公开招租。土地面积18723.34m2（约28亩），租期7年，
挂牌底价为19348元/月。公告期：2021年9月6日至2021年9月17
日。对竞租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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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07麦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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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女士0898-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9月6日

和风·家园E4302地块项目位于白驹大道南侧、琼山大道西侧，
项目于2016年4月通过规划许可。现建设单位申请取消该项目1#、
2#、3#楼一层2-3轴处的卫生间，将地下室1-281、1-313无障碍车位
调整为普通车位，无障碍车位数量相应由7个调整为5个，1-444车位
位置调整。方案调整后，不涉及容积率等规划指标的改变。为广泛征
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
工作日（2021年9月6日至9月17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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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zgjcsgs@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二
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5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
科，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
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69 ，联系人：周瑞云。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9月6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和风·家园E4302地块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受委托，定于2021年9月22日10时至2021年9月23日10时

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http://zichan.jd.com）进行

净价拍卖：

1、儋州市那大镇新世纪小区G3、G17号土地（面积560m2）及地上

房产（面积443.54m2）。参考价：369.728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

2、儋州市人民西路电力村A栋401房（建筑面积77.09m2），参

考价：26.952万元，竞买保证金：2万元。

展示时间：2021年9月16日至17日。

有意向竞买人须登录和注册京东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具体要

求详见网络拍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

电话：15607579889 王先生；

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10906期）

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万宁市人民政府批准，万宁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二、竞买人资格及竞买要求：1、竞买人资格：本次挂牌活动凡属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
者外）均可申请参加挂牌。属境外机构和个人（含港、澳、台地区）申请
参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
准证书》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不接受联
合竞买。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项目竞买。2、竞买人要求：凡在
万宁市境内已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满二年以上未投入开发建设造成
土地闲置的，或者拖欠土地出让金未缴的，均不具备竞买人条件。项
目要求建设公共停车场，供社会车辆停放。竞买人需在签订《成交确
认书》后与万宁市商务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
议》，并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
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的原则确定竞得
人。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参加竞买者请于2021年9月9日
至2021年10月13日到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
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或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大楼用
途管制和耕保组查询和购取《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
册》，并按挂牌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期限：2021年9月
9日至2021年10月13日17：00（以竞买保证金实际到账为准）。五、
竞买保证金：竞买人须按挂牌起始价全额支付竞买保证金，挂牌成交
后，该竞买保证金转作土地出让金。六、资格确认：经审查，申请人按
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在2021年10月13日17:30
前确认其竞买资格。七、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挂牌时间：起始时间：
2021年9月27日8:30；截止时间：2021年10月15日16:00；挂牌地
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
行。本次竞买活动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
其他方式报价。受理报名、报价时间：报名报价期限内上午8:30至

11:30 ，下午14：30至17：30(节假日除外)。本公告所指时间均为北
京时间。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1、该地块已经达到下列净地条件：
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土地权利清晰；不存在土壤污染，符合土壤环境质
量要求；确认通水、通电、通路等，完成土地平整，具备动工开发必须的
条件；已完成地上附着物清表，地上附着物已补偿到位，无法律经济纠
纷。2、该宗地须按照我省商业、办公类建设项目管理要求进行开发建
设，不得兴建“类住宅”项目，不得采用住宅套型设计，套内建筑不得设
置独立厨房、卫生间、排水排烟等设施。3、土地出让控制指标：商务金
融产业投资强度指标应为≥350万元/亩，年度产值指标应为≥500万
元/亩，年度税收指标应为≥20万元/亩。项目达产时间为签订《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3年内。以上出让指标列入《海南省产业
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该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4、根据《海南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
规划厅关于2019年推进装配式建筑有关工作事项的通知》（琼建科
〔2019〕137号）等文件要求，总建筑面积在5万平方米及以上或单体
建筑面积在3万平方米及以上的公共建筑应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
5、竞买成交当场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30日内与我局签订《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开
工，涉及水务、绿化、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和设计施工
等应符合国家、海南省的有关规定。九、本次挂牌事项如有变更，届时
以变更公告为准。十、咨询方式：联系地址：万宁市万城镇望海大道南
侧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或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
易服务中心；咨询电话：0898-62217899；联 系 人：梁先生；查询网
址 ： 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
http://www.landchina.com

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 年9月6日

地块编号

万让2021-24
号地块

地块位置

万宁市万城镇环市二西路和万
州大道交叉口东北角地段

面 积

0.7546公顷
（合11.32亩）

出让
年限

40年

土地
用途

商务金
融用地

规划指标

容积率≤3.0 建筑限高≤100米
建筑密度≤40% 绿地率≥25%

挂牌起始价
（万元）

4536

竞买保证金
（万元）

4536

受委托，定于2021年9月21日10时至2021年9月22日10时止
（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https://pro.jd.com/mall/
active/2r1Hv3obemXQc8MWuWTU92wgSCXN/index.html）
上举行拍卖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拍卖标的：1、证号：
HK145442，地址：海口市蓝天路西21号汇亘大厦705房，评估价
666508.00元，起拍价341252.1元，保证金70000元；2、海口市秀英
区西秀镇文明村的海南恒盛通物流市场18间仓库（10200m2）（合同
权益），评估价 28874105 元，起拍价 14783541.76 元，保证金
3000000元。有意竞买者请登录和注册京东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并
认真阅读网络拍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后报名参与。竞买人
的身份应符合海南省房屋限购政策的要求；竞买人明知不符合海南房
产限购政策而报名参与竞买，导致不能过户给相关工作造成损失的，
保证金不予退还。二、标的展示时间：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拍卖会开
始前一日17:00时前在标的所在地预约展示（节假日除外）。三、上述
标的均以现状净价拍卖，过户税、费及有可能产生的物业费水电费等
均由买受人承担。四、优先购买权人参加竞买的，应于开拍前5个工
作日向委托人及拍卖人提交书面申请并经批准后才能获得优先购买
权，否则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咨询报名通道一：0898-31982239，
通道二：13876364266，通道三：15120880606。地址：海南省海口市
国贸大道申亚大厦2003室；详情可关注“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微信
公众号并进入→下方中央“罚没黑财”→点击分项→进入分项标的介绍
→拉到底部点击“阅读原文”→进入平台电子竞价页面；也可直接在京东
首页搜索：海南长江拍卖公司-进入查看。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遗失声明
海南广之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符之波)
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屯昌县南坤镇石坡村委会遗失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6410008415202，声明作
废。
●屯昌县南坤镇石坡村委会第三
村民小组遗失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21976501，声明作废。
●澄迈县金江镇春芳村民委员会
加潭村村民小组遗失基本户开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410004458703，声明作废。
●东方市大田镇零公里童星幼儿
园遗失原公章和法人（陈金姑）私
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陆福再生资源有限公司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副本，现
声明作废。
●王海燕遗失户口迁移证，证号：
琼迁字第 10072158 号，特此声
明。
●吴哲遗失警官证，证号：武字第
0593927号，声明作废。

招 租
国兴大道海南大厦41层439平方
米写字楼出租15595638805

拟注销公告
地方国营海口市社会福利工厂依
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经举办单位同意，拟向事业单位登
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
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21年9
月3日起90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
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典 当

遗 失

招租

减资注销

告示
海南集利和投资有限公司、海南碌
星贸易有限公司：
我司已于2021年6月17日发函通
知解除双方合作关系，并要求贵司
撤离位于中山南路延长线的920凤
翔夜市。现我司再次通知贵方：请
于2021年 9月 15日前搬离该夜
市、妥善处理相关商户关系。届
时，如该土地上仍有留存物品(临时
性建筑物、构筑物、设施设备等)，将
视为你方遗弃物，我司有权按照合
同约定予以处理，特此告示。

海南现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2021年8月31日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8608908509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海
口
发
行
站

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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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示
白沙繁华街道铺面房出售
房产面积：三层共193平方（建面）
地址：白沙黎族自治县城牙叉中
路280号。曾先生13518886872

出 售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今年以来新三板挂牌公司
成交金额超1000亿元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记者吉宁）根据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数据，截至9
月3日收盘时，今年以来新三板挂牌公司累计成
交金额达1010亿元，迈过千亿元大关。

在交易方式方面，本周（8月 30日至9月 3
日）新三板挂牌公司成交79.33亿元，较上周上涨
近9成，其中精选层成交57.13亿元。

在指数方面，几大指数在本周全线飘红，截至
9月3日收盘，三板成指报1020.18点，连续多日
红盘报收，三板做市指数报1169.17点。

截至9月3日，新三板挂牌公司总计7299家。

全国新冠疫苗
接种剂次超21亿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徐鹏航 邱冰清）
国家卫健委 9月 5日通报，截至 2021 年 9月 4
日，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210038.7 万
剂次。

国家卫健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要坚决克服麻
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筑牢“外
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坚实屏障，坚决巩固来之不
易的防控成果。

“当前随着德尔塔变异株的流行，全球疫情
大幅反弹。”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有
说，秋冬季的到来进一步增加了疫情防控的难
度，接种疫苗是预防新冠肺炎疫情的有效手
段。目前，我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总体进
展顺利，下一步，将继续做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的各项工作。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
提示，新冠病毒疫苗完成全程接种才能产生更
好的免疫效果、保护效果。他建议，还没有完
成全程免疫的受种者，一定要按照程序，及时
完成接种。

专家建议，在接种疫苗的同时，公众仍然需要
做好个人防护，要继续坚持戴口罩、勤洗手、少聚
集等良好的卫生习惯。

安徽省太湖县一车辆坠崖
致12人死亡2人受伤

新华社合肥9月5日电（记者程士华）记者
从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人民政府获悉，9月5日，
太湖县发生一起皮卡车坠落悬崖事故，导致12人
死亡、2人受伤。

据太湖县人民政府通报，9月 5日 14时 30
分左右，安庆市太湖县牛镇镇境内，一辆皮卡车
翻车坠入山沟，当场造成11人死亡，3人受伤，
其中有1名伤员抢救无效死亡。目前，其余受伤
人员正在救治中，暂无生命危险。事故发生后，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立即开展现场救援、伤
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事故原因正在
进一步调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