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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澄迈县大丰镇敬老院公建民营运营权招商公告
项目编号：XZ202107HN0156-1

受委托，现公开征集具有养老资质的专业机构对大丰镇敬老院
进行统一运营管理。一、项目简介：大丰镇敬老院建成于2013年，
占地约10亩，建筑面积约1457.13m2。项目现状为1栋两层综合
楼，2栋两层公寓楼，共64张床位，目前无人入住。投资金额不低
于380万元，委托运营期限为20年。二、确定运营方方式：以投资
额380万元为底价通过网络竞价方式确定运营方。三、公告期：
2021年9月14日至2021年9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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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21吴先
生、66558021吴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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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

公 告
尊敬的电信视频彩铃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1年9月16日

00:00- 06:00对视频彩铃平台进行升级优化，升级期间影

响视频彩铃播放，但不影响通话功能。

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

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1年9月14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注销土地使用权公告
海南大中漆厂（香港）有限公司同意我局有偿收回位于文昌

市清澜开发区文清大道林坡地段，土地证号为文国用（2005）第
W0302254 号、文国用（2005）第 W0302255 号，面积分别为
28.906亩和6.5亩的2宗国有土地使用权，现我局决定公告注销该
2宗土地使用权，如与该公司有债权债务人有异议，请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以书面形式报我局登记，逾期则为无异议，我局将按有
关法律规定办理土地相关手续，并注销土地使用权。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文昌市文城镇白金路2号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权益和开发利用室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9月9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注销土地使用权公告
海南文昌迈号东亚化轻厂（普通合伙）同意我局有偿收回位

于文昌市清澜开发区文清大道林坡地段，土地证号为文国用
（2000）字第W0301356号，面积为19.95亩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现我局决定公告注销该宗土地使用权，如与该公司有债权债务人
有异议，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以书面形式报我局登记，逾期
则为无异议，我局将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土地相关手续，并注销
土地使用权。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文昌市文城镇白金路2号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权益和开发利用室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9月9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注销土地使用权公告
海南加华海产生物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同意我局有偿收回位

于文昌市文城镇清澜文清大道地段，土地证号为文国用（2014）第
W0301482号，面积为24.926亩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并对其地上房
屋等附着物进行征收补偿，现我局决定公告注销该宗土地使用权
及宗地上涉及的房产所有权证（房产证号分别为文昌市房权证文
房证字第50029号、第50030号、第50031号、第50032号、第
50033号、第50034号、第50036号），如与该公司有债权债务人
有异议，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以书面形式报我局登记，逾期则
为无异议，我局将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土地相关手续，并注销土
地使用权。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文昌市文城镇白金路2号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权益和开发利用室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9月9日

海口美丽沙项目1601地块一期位于海口市海甸五西路南侧
（1601地块），项目于2016年12月通过规划许可。现建设单位申请
优化地下室设备用房，并补充14#、15#、16#、17#楼屋顶平面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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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至9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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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浩。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9月14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口美丽沙项目1601地块一期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受委托，定于2021年9月22日10:00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
拍卖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整体公开拍卖：车牌号
琼AH9868奥迪牌等15辆机动车（清单备索）。参考价：43.78万元；
竞买保证金：10万元。特别说明：1、本次拍卖按车辆现状（含瑕疵）
拍卖,拍卖车辆不含号牌，成交后按现状交付。2、竞买人须依照《海
南省小客车保有量调控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取得增量指标或更
新指标。3、拍卖成交后，买受人须在车辆及相关资料移交之日起30
日内办理完车辆的过户手续。展示时间及地点：9月16-17日；海口
市国贸大道国贸一横路2号保险大厦、秀英区粤海大道270号南航
鹰驾校停车场。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9月18日17:00前在网络拍
卖平台登记注册账户并报名，及将竞买保证金汇入我公司指定账户；
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具体要求详见网络拍卖平台《竞买须知》。
电话：156075798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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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914期）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招租以下房产：1、海口市丘海大道176号
丘海警苑25间铺面整体招租；2、海口市文华东路7号金润大厦10
间住房分别招租。

序号

1

2

标的名称

丘海警苑25间
铺面整体招租
金润大厦10间
住房分别招租

招租面积

3732m2

176.6m2/套

租赁
限期

5年

4年

挂牌底价/
年租金

2257032元

57980元/套

竞租保证金

850000元

20000元/套

以成交价作为年租金，每年租金在上一年租金基础上递增
3%。公告期：2021年9月14日至2021年9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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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
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产权交易4号窗口，电话：0898-66558003施女士、65237542李
女士、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9月14日

海口市丘海警苑铺面、、金润大厦住房招租公告项目编号：XZ202109HN0214

广东成大船务服务有限公司公告
兹有本公司通过拍卖方式取得“海南省万宁市月岛拆除工程产生物料中的岛体回填

料”，并与海南省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了《海南省万宁市月岛拆除工程产生物料

购销合同》，约定由本公司购买拆除月岛工程产生物料中的全部岛体回填料。

本公司为月岛岛体回填料合法购买者，现有第三方在市场上销售万宁市月岛岛体

回填料的现象，请在市场上购买月岛岛体回填料的相关单位厘清交易对象，防范交易

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成大船务服务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4日

2008年5月12日，8.0级汶川特
大地震骤然发生，造成近10万同胞罹
难或失踪……

面对严重灾情，在中国共产党的
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展现了万众一
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
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
神，迸发出气壮山河、感天动地的巨大
力量，赢得了抗震救灾的伟大胜利。

以人为本、血肉相连
——凝聚不屈的力量

绵竹汉旺广场的塔钟，永远定格
在2008年5月12日的14时28分。

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在第一时间
把抗震救灾确定为全党全国最重要最
紧迫的任务，迅速组织各方救援力量
赶赴灾区。

72小时内调集14.6万陆海空和
武警部队官兵驰援灾区；2亿元中央
自然灾害生活补助应急资金紧急下
拨，保障灾区群众生活物资急需；灾区
各级党委和政府、广大干部群众紧急
动员、迅速行动……

与时间赛跑，与死亡竞速。8.4万
多名群众从废墟中被抢救出来，149
万名被困群众得到解救，430多万名
伤病员得到及时救治，1510万名紧急
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
安排。

震后第11天，灾后重建规划编制
工作启动。3年内，中央共调度、安排了
各类政府性资金和公益性资金3000多
亿元，确保灾后重建顺利进行。

今日汶川，新楼耸立，水绿山青，
最漂亮的是民居，最坚固的是学校，最
现代的是医院。昔日满目伤痕的地震
灾区浴火重生，创造出令人惊叹的“中
国奇迹”。

在这片土地上，无数共产党员以
舍生忘死、冲锋在前的精神，书写了与
人民血肉相连的感人篇章——

地震发生那一刻，东汽中学教师、
共产党员谭千秋张开双臂将学生掩护
在自己身下，用生命诠释责任与师魂。

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时任北
川羌族自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兰辉强
忍地震失去3名亲人的悲痛，不眠不
休地投入救灾工作中。担任北川县副
县长时，他勇担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等
繁重、艰难的灾后重建工作任务，为保
证群众走上“放心路”奔波于途，最后
殉职在路上。

地震发生后，1万多支“党员抢险
队”“党员突击队”“党员服务队”“党员
先锋队”始终战斗在救灾第一线。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众志成城建家园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这场举全国之力的抗震救灾，为

灾区人民战胜灾难、重建家园注入了

强大精神动力。
地震发生后，邹凌从天津赶到映秀

灾区。从抢险救援到灾后重建，再到脱
贫攻坚，他一直留在映秀。如今，他担
任映秀镇渔子溪村党支部书记、村主
任。邹凌个人出资捐建了渔子溪大院、
矿泉水厂等集体企业，将企业收益无偿
赠送给全村老百姓，让村民变股民。看
着村民们的笑容，邹凌很欣慰。

一对一、一帮一。汶川地震发生
后，按照中央作出的对口支援的决策，
19个对口支援省市，带着700多亿元
援建资金，肩负着庄严使命，迅速奔赴
灾后重建的战场。

时任潍坊市抗震救灾援川前线指
挥的崔学选，冒着余震造成的滑坡和
飞石危险，带领援建人员踏遍了北川
县桂溪乡的山山水水。2009年7月

13日，因连续超负荷工作，他倒在了
援建路上……

援建者们不畏艰难、忘我工作，告
慰逝去的生命，为生者点燃希望。灾
区群众擦去眼泪、撸起袖子，发扬自力
更生、互帮互助精神，在一片废墟上重
建家园。

风雨同舟、守望相助。正是在这
场举世罕见的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过
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
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
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

不畏艰险、百折不挠
——弘扬精神向前进

民族精神的内涵，总是在历史进
步中不断得到丰富、在一次次重大考

验中不断得到升华。
2013年4月20日，汶川地震灾区

旧伤初愈，四川雅安市芦山县又发生
7.0级大地震。汶川地震所凝结的抗震
救灾精神再次体现在芦山救灾工作中。

“越是在困难的情况下，越是要
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同舟共济的
凝聚力，越是要鼓起越是艰险越向前的
精气神。”抗震救灾关键时刻，习近平
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务委员会会议，进一步全面部署四川
芦山抗震救灾工作。

越是艰险越向前——从汶川、玉
树到芦山、鲁甸，在一次次地震灾难
中，伟大抗震救灾精神不断升华，中华
民族体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
这种精神力量不仅是灾区重建的宝贵
财富，更是我们应对风险挑战、面向未
来的胜利保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防震减灾、
抗震救灾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应急能
力明显增强。

今年5月14日，国务院抗震救灾
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四川省政
府在四川省雅安市等地联合举行“应
急使命·2021”抗震救灾演习。演习
结束一周后，相继发生云南漾濞6.4
级地震、青海玛多7.4级地震，应急管
理部协同相关地区迅速部署抢险救援
救灾工作，演习成果得以运用，对于及
时有力应对地震灾害、减少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等发挥了积极作用。

坚持党的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
在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中发挥组织领
导、统筹协调、提供保障等作用，坚持
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形成各方齐抓共
管、协同配合的工作局面；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作为首要目标；坚持以防为主、综合
减灾，注重将防灾减灾融入经济社会
发展全局，强化源头预防。

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绽放的强大精
神动力，必将激励我们在经受各种考
验挑战中不断夺取新的胜利。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记者
陈菲 谢佼 刘夏村）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抗震救灾精神述评

在四川省北川县灾区，救援人员从应急车前走过（2008年5月14日摄）。 新华社记者 焦卫平 摄

新华社福州9月13日电 记者从
福建省莆田市人民政府最新获悉，截
至9月13日16时，莆田市累计报告新
冠病毒核酸阳性76例，其中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48例，无症状感染者28例。

记者还了解到，截至9月13日12
时，莆田市共完成76例阳性病例的流
行病学调查，累计判定密切接触者
1577人，次密接1865人，其中已集中
隔离1693人。

在核酸检测方面，截至9月13日

16 时 ，莆 田 市 核 酸 检 测 共 采 样
853532份，已出报告523882份。

据新华社厦门9月13日电 记者
13日从厦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
指挥部办公室获悉，截至9月13日18
时，厦门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2例，其
中普通型8人，轻型4人。目前确诊病
例均在定点医院隔离诊治，病情稳定。

记者了解到，在12例确诊病例
中，1人为在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工作的外包服务人员。该确诊病例为

男性，48岁，主要工作为门诊物流转
运，其独居在思明区盐溪街。该院已
根据相关规程暂停门诊急诊服务，并
实行封闭管理。

在另外11例确诊病例中，1人为莆
田市报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其在厦门
市同安区某工艺品公司从事车间管理工
作。9月12日，厦门市同安区通过对莆
田市仙游县枫亭镇等中高风险地区来厦
人员筛查时发现其核酸检测结果阳性。
另有10人为该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福建莆田已累计报告48例确诊病例
厦门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2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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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部部署台风“灿都”
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记者黄垚 刘诗
平）受今年第14号台风“灿都”影响，13日至15
日，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将遭遇持续强风劲雨。
13日，水利部再次部署台风“灿都”暴雨洪水防御
工作，启动水旱灾害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据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灿都”将以每小时5
至1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缓慢移动。14日
至15日白天，“灿都”将在长江口外海附近海域回
旋或缓慢移动，15日夜间开始转向东偏北方向移
动，强度逐渐减弱。

受台风影响，太湖及周边河网区，浙江钱塘江
中下游、甬江和椒江，安徽水阳江，江苏秦淮河及
里下河等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太湖水位可能超
警，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将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水利部于13日12时启动水旱灾害防御Ⅳ级
应急响应，派出3个工作组赴浙江、江苏、上海三
省（市）协助指导台风强降雨防御工作。

9月13日上午9时，今年第14号台风“灿都”
位于东海北部海面，距离浙江省舟山县东偏南方向
约145公里，预计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
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将于13日中午
到下午穿过舟山群岛，之后在杭州湾到长江口一带
回旋少动，9月16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受
台风“灿都”影响，9月13日至9月15日白天，东海
大部海域、黄海南部海域将有8～11级、阵风12～
14级的大风，其中部分海域风力将有12～13级。

图为9月13日，浙江舟山朱家尖东沙景区附
近的海面上风急浪大。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浙江舟山：
“灿都”带来大风大浪

台风“灿都”将在
海面回旋后远离上海

据新华社上海9月13日电 上海中心气象台
13日16时发布最新预报结果，台风“灿都”仍在靠近
上海，13日夜间到15日将在上海以东100公里至
200公里处的海面回旋，16日向东北方向远离上
海。截至13日傍晚，上海已出现风雨天气，城市运
行基本正常，全市已转移安置相关人员近33万人。

据气象部门的最新消息，13日 15时，台风
“灿都”（强台风级）中心距离上海（南汇嘴）大约
128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台风

“灿都”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
方向移动，于13日夜间到15日在上海以东100
公里至200公里处的海面回旋，16日向东北方向
远离上海，强度逐渐减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