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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没资产拍卖公告
辽宁金茂拍卖有限公司受委托，定于2021年10月15日上

午9:30在中拍平台（paimai.caa123.org.cn）公开拍卖：

展示时间和地点：2021年9月15-18日 房产所在地；报名
时间和地点：2021年10月13、14日15:00止；辽宁省鞍山市铁东
区国贸大厦10层；联系电话：4006041288、0412-2216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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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
3#别墅和家电

5#别墅和家电

6#别墅和家电

8#别墅和家电

50#别墅和家电

52#别墅和家电

棕榈树

地址

海南省碧桂园珊瑚宫
殿三期映月湾六街

海南省碧桂园珊瑚宫
殿四期朗月湾二街

映月湾六街

建筑面积m2

90.22

90.22

90.22

90.22

102.78

102.78

实际面积m2

270

270

270

270

204

204

起拍价（万元）
412.8077

412.8501

412.7079

412.849

495.195

495.0468

1.0116

受委托，定于2021年10月20日10:00按现状公开拍卖：
儋州市那大解放北路邮政综合大楼一楼铺面五年期租赁权，参

考面积约126.96m2。参考价：首年的租金为230元/月/m2，次年起每
年递增3%；竞买保证金：7万元。

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10月19日止。
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报名及交纳竞买保证金时间：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10月19

日16:00前将竞买保证金汇入以下账户（户名：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
司，账号：46001002336050001935，开户行：建行海口市金盘支行营
业部）及办理竞买手续，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时间为准。

报名及拍卖地址：
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联拍机构：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电话：15607579889
北京中招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电话：13910988929

联合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1年9月20日10时至2021年9月21日10时

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3.cn/50YBn-z）上公开拍卖
标的：路虎牌汽车1辆，评估价：202893.00元，保留价：1259851.52
元，保证金：3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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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拍卖标的均以现状、净价拍卖，买受人须承担标的过户时所
发生的全部费用和税费（包括违章罚款）。拍卖车辆为外地车牌，如买
受人需在海南省登记过户的，须符合海南省小汽车限购政策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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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二：18876032559；通道
三：15120880606；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申亚大厦2003
室；详细内容可关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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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可选分项→进入分项标的介绍→拉到底部
点击“阅读原文”→进入竞价页面。也可直接打开京东，在首页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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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海口市核心滨海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海口湾
片区》A1001-2、A0301局部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根据《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五十九条规定，经报海口市政
府同意，我局按程序启动了《海口市核心滨海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海口湾片区》A1001-2、A0301局部地块控规修改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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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至2021年10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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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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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
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204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详
细规划科，邮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
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5，联系人：尹菡怿。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9月13日

新华社发

福建莆田仙游县枫亭镇
全镇调整为高风险地区

据新华社福州9月12日电（记者陈弘毅 张
华迎）记者从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了解到，12日
仙游县枫亭镇（全镇）疫情风险等级调整为高风险
地区。福建省莆田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工作指挥部同日发布通告，要求在莆人员原
则上非必要不离开本市。

通告要求，在莆人员原则上非必要不离开本
市，如因就医、特定公务等确需出入的，须持48小
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对运输生产生活、医疗
防护物资以及从事道路运输“点对点”转运的车辆
和人员，在严格落实消毒、封闭管理等各项防控措
施的基础上，保障其通行顺畅。

福建省卫健委12日通报称，9月11日0-24
时，福建省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0例（泉州市
报告1例，莆田市报告19例），其中无症状感染者
转确诊1例。报告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8例
（泉州市报告1例、莆田市报告17例）。

国家卫健委12日通报，9月11日0—24时，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
增确诊病例4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6例（云南
11例，广东6例，上海3例，内蒙古2例，天津1例，
辽宁1例，福建1例，河南1例），含4例由无症状感
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广东3例，福建1例）；本土病
例20例（均在福建，其中莆田市19例、泉州市1
例），含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在福
建）。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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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 州 某 县
医院医生在接
诊时发现，一名
患者未满 14周
岁但已经怀孕，
疑似遭到了性
侵害。这名医
生打开“守未联
盟”App中的强
制报告功能，将
此线索向公安
机关报告。经
查，这名未成年
人确实遭受了
侵害。

这 是 侵 害
未成年人案件
强制报告制度
在贵州落地实
施 的 一 个 缩
影。2020 年 5
月，最高人民检
察院与国家监
委、公安部等部
门联合出台《关
于建立侵害未
成年人案件强
制报告制度的
意见（试行）》，
推动解决侵害
未成年人犯罪
发现难、发现晚
问题。一年多
以来，这项制度
在各地逐步探
索实施，为管住
伸向孩子的“黑
手”提供了有力
支持。

根据可疑的情况，判断其背
后可能存在的侵害未成年人行
为，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让施暴
者及时得到惩处……一年多以
来，随着强制报告制度宣传推广
程度提高，这项制度逐渐被越来
越多的人接受。

江苏连云港一名女童遭受亲
属侵害，无奈之下，这名女童在某
短视频平台上向其他用户发送私
信求助，这封私信成了挽救她的
关键。接到私信的用户立即将线
索报告给案发地的检察机关，检
察机关第一时间锁定案件发生
地，联动公安、妇联等多部门解救
被害人，还为她申请了司法救助。

江苏省检察机关统计发现，
强制报告制度实施以来，接到的
报告线索涉及性侵害、遗弃、虐
待、故意伤害等，相关案件都得到
了及时处置。

最高检第九检察厅检察官介
绍，意见出台后，最高检主动与有
关单位沟通相关情况，并与民政
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
联、中国关工委等单位部门进行
深入探讨，共同研究推动强制报
告制度落实的具体举措。

目前，民政部已将强制报告
制度的落实情况作为全国未成年
人保护示范建设标准之一。教育
部印发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

定》对落实强制报告制度作出规
定。公安部对旅馆业经营者接待
未成年人入住提出“五必须”要
求，要求旅馆经营者向公安机关
报告可疑情况。

据介绍，最高检还督促各地
建立强制报告制度落实机制，打
通制度落实“最后一公里”。辽宁
等地检察机关建立了侵害未成年
人案件强制报告工作台账，对相
关报告线索逐案跟踪。江苏、浙
江、湖北、重庆、福建、广东、青海
等多地形成了成熟完善的强制报
告落实机制，检察机关与相关部
门建立了沟通顺畅、配合高效、监
督制约的工作体系。

贵州一位曾主动报告学生遭
受侵害线索的教师告诉记者，教
师是接触学生最多的人，更容易
从点滴变化中发现学生的异常，
履行强制报告责任，多问一句、多
想一步，往往就能及时制止侵害
行为，帮助学生改变处境，甚至改
变他们的人生。

但仍有一些地方缺乏落实
的主动性。天津市河东区检察
机关在办理一起强奸未成年人
案件中，发现辖区某旅店在办
理入住登记时未核查未成年被
害人身份证件，于是及时向该
旅店制发检察建议，当面告知
旅店负责人落实强制报告制度
的具体要求。

今年2月，到重庆旅游的14
岁女孩及朋友在一家酒店内险遭
不测，但当她向酒店告知自己的
遭遇并请求他们协助报警时，却
遭到了拒绝。当地检察机关就此
向相关部门发出检察建议，督促
其切实履行主管部门职责，推动
强制报告制度落地，案发酒店受
到了行政处罚。

强制报告制度在全国实施
后，解决相关主体主动报告不及
时的问题，正是检察机关等部门
的着力点。

“保护未成年人，我们基层医
疗机构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
所以我们日常接诊中也会注意这
方面的情况。”吉林省白城市通榆

县瞻榆镇中心卫生院院长姜海峰
说，强制报告制度出台后，当地要
求所有医护人员在工作中如果发
现未成年人受侵害的情况，既要
充分保护孩子的隐私，及时通知
家长或者监护人，也要及时向有
关部门报告线索。

鼓励主动报告的同时，有关
部门也对不报告进行及时追
责。江苏无锡江阴检察机关针
对2起学校落实强制报告制度
不力的情形，将线索移送市监
委。湖南某小学发生教师强奸、
猥亵学生案件，涉事学校负责人
员隐瞒不报，检察机关对该校正
副校长以涉嫌渎职犯罪提起公
诉，追究刑事责任。

确保刚性执行
还需更大力度

一些办案人员发现，尽管宣传
贯彻力度不断加强，但目前还有单
位不知晓强制报告制度，不知道自
己的责任所在，报告人还存在害怕
被打击报复等顾虑，主动性还不强。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施行
后，强制报告制度成为法律的刚性
规定，如何确保执行到位？

贵州省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部
主任王东丽说，各部门加强协作联
动，是确保强制报告制度有效执行
的关键。“我们联合监委、教育、公
安、卫健等部门建立了联席会议制
度，明确各部门的分工、责任等，构
建强制报告协作机制，这样更有利
于各部门及时密切配合，提高线索
发现和案件办理的效率，让强制报
告制度的效果得到彰显。”

今年5月，最高检启动了“检爱
同行 共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法律
监督专项行动，将强制报告制度落实
作为工作重点，计划利用一年半左右
的时间，持续发力，集中推动各地制
度落实。最高检还建立了强制报告
倒查机制，在工作中推行侵害未成年
人案件“是否报告”每案必查。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未成年人
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苑
宁宁建议，在医生、社区工作者、教师
等直接接触未成年人的群体中，应该
进行更好的普及教育，提高他们发现
线索和主动报告的能力，同时要进一
步细化相关流程和标准，在全社会营
造有利于制度实施的空间。

（据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记者
刘奕湛）目前，全国第二批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正在进行，对象是中央和省级
政法机关干警。记者11日从全国教
育整顿办获悉，16个中央督导组再次
赶赴各地，目前已全部进驻到位。

据了解，督导工作是推动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走深走实的关键一招。这一
次，中央督导组将由对市县两级的统筹
督导转为对省级政法机关的直接督导
和驻点式指导。在第二批教育整顿中，
中央督导组负责督导的对象层级提高

了，接收线索的渠道却更直接了。16个
中央督导组进一步畅通线索举报渠道，
扩大了线索来源，进驻期间，在31个省
（区、市）开设专门邮政信箱，受理群众
举报。目前，16个中央督导组已全部发
布了设立举报信箱的公告。

受理范围包括：涉及省（区、市）党
委政法委、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
院、公安厅、司法厅、监狱管理局等省
级政法单位以及片区内中央政法单位
的直属单位、垂管单位、派出机构等单
位政法干警的违纪违法问题。包括对

干警干预司法、插手案件处理、充当司
法掮客、违规插手经济纠纷、违规插手
干预工程建设、干警家属利用干警职
权或影响力从事经营活动等问题线索
的举报。同时，对于不属于受理范围
的信件，将按照规定转有关部门处理。

全国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16个中央督导组全部到位 31个举报信箱公布

澳门特区举行
第七届立法会选举

据新华社澳门9月12日电（记者刘刚 王爱
华 李寒芳）澳门特别行政区12日举行第七届立
法会选举。选举投票于当日9时开始，将于当日
21时结束，预计13日凌晨公布初步结果。

澳门特区第七届立法会由33名议员组成，当
日选举将产生14名直选议员和12名间接选举议
员，其余7个议席将由特区行政长官在收到选举
总核算结果后的15日内委任。

当天，共有14个候选组别的126名候选人竞
逐14个直选议席。12个间选议席将从工商、金
融界组别，劳工界组别，专业界组别，社会服务及
教育界组别，文化及体育界组别一共12名候选人
中产生。

澳门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有投票资格的自
然人选民为325180人，较上届选举增加18160
人。法人选民为813个，少于上届的858个。

浙江省气象台9月12日发布台风警报，今年
第14号台风“灿都”将于13日白天在舟山到宁波
一带沿海登陆或穿过舟山群岛。12日15时台风
中心位于浙江舟山偏南方向约620公里的东海
南部海面上，最大风力16级，当日浙江将防台风
应急响应提升至Ⅰ级。图为9月12日，船只停靠
在浙江舟山沈家门渔港。 新华社发

浙江提升防台风“灿都”
应急响应至Ⅰ级

“连根拔起”侵害未成年人案件

努力让主动报告成为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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