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第十四届全运会

新华社成都9月16日电 9月 16日 4时33
分，四川省泸州市泸县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
10公里，四川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二级地震应
急响应。截至当日16时，地震造成泸州等地3人
死亡，100人受伤，12.1万人受灾。地震发生后，
多方力量驰援灾区。在全力搜救被困人员的同
时，排查各个方面的安全隐患。

据悉，四川省财政厅已紧急向泸县财政专调
资金5000万元，用于支持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安
置等工作，确保抗震救灾工作的顺利开展，并组织
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灾区了解受灾情况，研究应急
救灾抢险财政支持政策，实地开展指导督导工作。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开
展震后特巡、抢修工作。据介绍，地震造成部分供
电线路停运，66000余户用户停电。国网四川电
力公司第一时间出动387名电力抢险队员和66
台电力抢险车辆，全力开展应急抢险救援，截至
16时，电力部门已恢复53000余户用户供电，目
前抢修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中石油四川销售泸州分公司第一时间进行灾
情排查，调配帐篷、手电筒等应急物资，快速集结
油品资源，全力保障应急救援用油充足。在泸州
分公司现有油品配送车辆55台的基础上，紧急抽
调6台应急救援小额配送车。同时紧急与中石油
西北销售及其川渝分公司对接资源，确保每日为
川南地区发运油品约4000吨。

截至发稿时，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
行。

9月16日，武警四川总队泸州支队官兵在泸
县福集镇草坝村转移受灾群众。 新华社发

四川泸县6.0级地震已造成3人死亡
100人受伤12.1万人受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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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式提出申请
加入CPTPP

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据商务部16日消
息，中国正式提出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CPTPP）。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当日向CPTPP保存方新
西兰贸易与出口增长部长奥康纳提交了中国正式
申请加入CPTPP的书面信函。两国部长还举行
了电话会议，就中方正式申请加入的有关后续工
作进行了沟通。

国家网信办加强账号规范管理

全面清理“僵尸号”“空壳号”
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记者王思北）国家

网信办近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压实网站平台信息
内容管理主体责任的意见》。意见要求，加强账号
注册管理，严格落实真实身份信息登记相关要求；
加大违法违规账号处置力度，严防违法违规账号
转世；全面清理“僵尸号”“空壳号”。

据了解，意见的出台旨在充分发挥网站平台
信息内容管理第一责任人作用，引导推动网站平
台准确把握主体责任，明确工作规范，健全管理制
度，完善运行规则，切实防范化解各种风险隐患，
积极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意见提出了完善平台社区规则、加强账号规
范管理、健全内容审核机制、严格未成年人网络保
护等10项重点任务。

关于完善平台社区规则，意见要求，切实强化
网站平台自身行为约束。完善用户行为准则，编
制违法和不良信息清单目录，建立用户信用记录
和评价制度，增强用户管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建
立并留存处置用户违规行为记录。

在严格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方面，意见提出，加
大投入，开发升级未成年人防沉迷、青少年模式等
管理系统，不断提高系统辨识度，增强识别精准
性，合理设置未成年人使用服务的时间、权限等。

本报西安9月16日电（记者王
黎刚）9月16日，第十四届全运会举
重女子49公斤级决赛在渭南市体育
中心体育馆结束。海南队选手邓小
芳正常发挥出了水平，以抓举85公
斤、挺举108公斤、总成绩193公斤
获得了该级别的第9名。

来自湖南的奥运冠军侯志慧，在
面对对手冲击的巨大压力下，六次试
举全部成功，以抓举96公斤平世界
纪录，总成绩214公斤超世界纪录的
成绩夺得金牌。广西名将蒋惠花

213公斤屈居亚军，另一位湖南小将
王佳丽205公斤摘得铜牌。

共有17名选手参加该级别的比
赛。海南队选手邓小芳是一名“00
后”选手，在本次比赛中，她试举6
次，5次成功，成功率颇高。虽然和
国内对手侯志慧、蒋惠花等相比，邓
小芳差距不小，但与自己相比，邓小
芳的成绩稳步上升，她的总成绩比
今年上半年提高了近10公斤。赛
后，邓小芳说：“我对自己今天表现
满意，状态还不错。第一次参加全

运会是一次很好的历练，回去会好
好总结，好好训练，争取把自己的成
绩再提高一下。”

男子拳击比赛16日开赛，在男
子52公斤级的比赛中，海南队拳手
刘壮尧惜败黑龙江队的赵仁学，无
缘8强。刘壮尧来自儋州，2018年
曾入选国家奥运拳击集训队。海南
队教练张轲透露，海南体育职业技
术学院拳击二队目前有几名好苗
子，假以时日，有望在下届全运会上
能一展身手。

海南举重女将邓小芳无缘前八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第14届全运会乒乓球比赛17
日开赛，海南队林诗栋参加的男子
单打比赛21日开拍。他提前多日
抵达比赛地延安，进行赛前适应场
地的训练。

林诗栋是海南乒乓球队唯一一
名参加本届全运会的球员，今年16岁
的他也是参加单打比赛中最年轻的一
位。海南队教练李蒙说，林诗栋提前
多日抵达延安赛区进行适应性训练，
主要是在延安赛区能与高水平的国家
队和省队球手合练。男子单打比赛共

有32人参赛，比赛采用单败淘汰赛
制，输一场就打道回府。全运会乒乓
球赛是国内最高水平、竞争最激烈的
比赛，奥运冠军、世界冠军不在少数。
林诗栋在单打抽签中，大概率会遇到
一名高手。李蒙说：“林诗栋已经做好
了一切准备，这是他乒乓球生涯的第
一次全运会之旅，让他体验一把国内
真正的高水平比赛，任何结果我们都
能接受，我们也做好了首轮比赛结束
后回家的准备。”

虽然李蒙赛前示弱，但他认为林
诗栋绝对不会在比赛中畏惧强手。
李蒙说：“即便是首轮遇到奥运冠军，

林诗栋也会和他硬刚，绝不会让他轻
松获胜，就是失利了，也要咬掉对手
一块肉。”

林诗栋来自儋州，2015年，正式
加盟海南省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乒乓
球队。此后，他的技战术水平提高很
快。2019年9月，林诗栋代表中国队
出战2019国际乒联-亚洲乒联亚洲
锦标赛，获得U15男团、男双冠军，
U15男单季军。去年入选了国家乒
乓球二队。在今年举行的奥运模拟
赛新乡站中，小将林诗栋曾以3：2把
名将许昕拉下马，爆出一大冷门。

（本报西安9月16日电）

海南乒乓球小将林诗栋：

在比赛中不畏强手

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记者
谢希瑶）“中国馆将于2021年10月1
日举行开馆仪式，正式迎接世界各国
观众。”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张慎峰在
16日举行的中国参展2020年迪拜世
博会新闻发布会上说。

张慎峰介绍，26个省区市以及
40多家国内领军企业将以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举办展览展示、经贸论
坛、文艺展演等活动。“这将是在海外
举办的历届世博会中，我国省区市和
大型企业参与数量最多的一次。”

中国馆是2020年迪拜世博会面
积最大的展馆之一，主题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创新与机遇”。此
次中国参展将呈现四大亮点：

建筑造型寓意深远。中国馆名
为“华夏之光”，采用中国灯笼造型，
象征团圆、光明，寓意欢聚、沟通，将

中国传统元素与现代建筑理念、现代
科技巧妙结合。

展览展示紧扣主题。中国馆将从
“共同的梦想”“共同的地球”“共同的家
园”“共同的未来”等4个层次，展示中国
在航天探索、信息技术、现代交通、人工
智能、智慧生活等方面的发展成就。

配套活动丰富多彩。中国馆将
于2021年10月1日、2022年1月10
日和2022年中国农历新年分别举办
中国馆开馆仪式、中国国家馆日和
2022年春节中华文化传播推广等重
点活动。

线上线下展示联动。中国馆积

极创新展示形式，观众可通过“云上
中国馆”在线参观。中国馆官网和各
平台官方账号还将为各项活动直播
提供在线转播服务，力争让更多观众
感受中国馆的魅力。

迪拜世博会原定于2020年10月
20日至2021年4月10日举行，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延期到2021年10
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举行，仍使
用“2020年迪拜世博会”的名称。目
前，共有192个国家确认参展，预计将
吸引2500万观众参观。

迪拜世博会中国馆10月1日开馆

中国在海外参展企业数量创新高

广告·热线：66810888

箱式变电站组合设备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09HN0218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分别转让2个315KVA箱式及1个

125KVA箱式变电站组合设备，挂牌价分别为45563元、64571

元和28796元。公告期为：2021年9月17日至2021年10月8日。

对竞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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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9月17日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
公告

2021年9月3日上午10：00海口市公安局东营海岸派出所
在美兰区东营村委会罗王村附近岸边查获一批违规入岛动物（活
体小猪），共计102头，该批活猪已移交我局农林行政执法大队，
因货主不在现场，该批活猪目前已被我局暂扣在仓库。

请上述该批违规入岛动物（活体小猪）的货主于三日内到海
口市青年路36号3楼301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农林
行政执法大队办公室接受调查处理。如逾期或拒绝接受调查处理，
我局将视为货主主动放弃相关权利，依法对该批货物进行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李勤浩；联系电话：65376303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
2021年9月16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进行《文昌市中心城区清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公示启事

《文昌市中心城区清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经文昌市国土空间
规划委员会第1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为广泛征求社
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我局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21年9月17日至2021年10月16日）。
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zrzj@163.

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文城镇清澜开发区白金路2号文
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编制室，邮政编码：5713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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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128，联系人：林望。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9月17日

关于限时拆除高速公路跨线天桥广告设施的公告
根据海南省公路管理局《公路行政许可决定书》（琼公路政审

〔2021〕221号）的决定，我司将在海口绕城高速二期、海文高速、万洋
高速、儋白高速、山海高速及东线高速部分跨线天桥上设置广告设
施。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设置的跨线天桥广告牌分别位于S82海口绕城高速二
期（美兰机场互通往海文高速方向）K8至K20路段、海文高速K11+
800处、万洋高速全路段（含互通桥）、儋白高速K36+200处、山海高
速K20 至 K70 路段以及东线高速K215+201 南侧、K217+264、

K217 + 282、K217 + 532、K217 + 548、K217 + 625、K280 + 100 和
K280+300处。

二、请现有广告牌权属单位及利害关系人于2021年9月30日前
自行完成拆除工作。拆除期间相关权属单位须做好安全防护工作，
自行承担拆除工程并承担安全责任。

三、9月30日前未拆除的广告设施，视为相关权属单位自愿放弃
广告牌所有权，我司将实施强制拆除并保留有关拆除费用的追偿权。

特此公告。
（联系人：王女士；联系电话：0898-65360992）

海南省交控服务区投资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7日

招租公告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拟对澄迈县金江镇文化北路

西侧瑞佳商业广场1楼AS1-001号房产对外进行招租，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拟出租房屋建筑面积为 336.67 平方米，其中专有建筑
面积 167.96平方米，分摊建筑面积 168.71 平方米。房屋结构形式为
钢混结构。在物业管理方许可的条件下不限制承租方经营范围，由承
租方支付经营管理费（含物业管理费、公用水电费、中央空调费）及商
家自用的水电等费用。欢迎社会各界人士来电来人洽谈及实地考察。

二、标的展示时间：2021年9月17日-9月22日。
三、报名时间及地点：2021年9月17日8:30-2021年9月22日

17:30，海南省海口市金龙路88号海南移动办公大楼11楼。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丁先生 手机：18876071616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金龙路88号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1)琼0105执2232号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远大置业(海南)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
郑超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执行内容为被执行人郑超于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远大置业(海南)有限公司退还海
口市秀英区长海大道6号远大购物广场9#楼13层1317室并协

助撤销该1317室的合同备案及预告登记。根据本案的执行内
容，本院拟定裁定撤销海口市秀英区长海大道6号远大购物广场
9#楼13层1317室并协助撤销该1317室的合同备案及预告登
记，如对上述房产权属有异议者，请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
法处理。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0二一年九月十六日

新华社西安9月16日电（记
者王恒志、刘宁、姚友明）第十四
届全国运动会16日迎来开幕后首
个比赛日，举重、射击、羽毛球等
多块场地频频上演强强对话，令
多位选手发出“全运会太难了”的
感慨。女排两大夺冠热门在全场
观众的助威声中，联手奉献“巅峰
对决”，卫冕冠军江苏3：2险胜天
津队。

“比奥运会还难。”这是东京
奥运会女子举重 49 公斤级冠军
侯志慧结束全运会比赛后的感
慨。在本届全运会上，代表湖南
参赛的她与广西名将蒋惠花展开
激烈争夺，最终侯志慧以 214 公
斤、超世界纪录 1 公斤的成绩夺
冠，蒋惠花以 213 公斤获得亚
军。值得一提的是，侯志慧在东
京夺冠的成绩是 210 公斤，领先
亚军8公斤之多。

无独有偶，里约奥运会女子10
米气手枪冠军张梦雪也打趣说：

“全运会太难了，让我回去打奥运
会吧。”在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比
赛中，包括东京奥运会冠军组合姜
冉馨/庞伟在内的两对奥运组合都
无缘决赛，张梦雪搭档张博文组成
的山东一队最终夺冠。爆冷出局
的老将庞伟十分平和，话语中都是
对后辈的期许。

羽毛球场上，在东京奥运会
拼下一枚男单银牌的谌龙也无缘
决赛，他输球后说：“输给了更年
轻、更优秀的石宇奇，没什么遗
憾。”随后他宣布因伤退出铜牌争
夺战，结束全运征程。石宇奇与
队友陆光祖为江苏队提前锁定男

单冠军。其他四个单项，东京奥
运会参赛选手悉数打进决赛，展现
出强劲实力。

同样表现强劲的还有集体项
目的联合队，女曲联合队10：0狂胜
广东队，女足联合队1：0击败东道
主陕西队。

当日最引人注目的一场比
赛来自女排赛场，上赛季排超联
赛冠亚军天津队和江苏队均拥
有多名国手，她们在循环赛首轮
的这场对决堪称决赛预演，结果
天津队两度落后两度追平，决胜
局曾 14：10 手握 4 个赛点。但
张常宁随后连续得分，帮助卫冕
冠军江苏以 19：17 险胜。赛后，
在排超决赛中意外受伤的刁琳
宇激动落泪。

张常宁则感慨说：“在满场观
众的比赛中打球，感觉真好！”本届
全运会向观众有序开放赛场，观众
们在各个赛场为体育健儿们加油
助威，赛场上的热闹又回来了。

当日柔道、马术、击剑等项目
还决出8枚金牌。因持续降雨，小
轮车竞速赛延期举行。

开幕后首个比赛日

多个赛场频频上演强强对话

湖南名将侯志慧在举重女子49公斤级决赛中。 新华社记者 贝赫 摄

9 月 16 日，在羽
毛球女子单打半决赛
中，浙江队选手陈雨
菲以2比0战胜湖北
队选手王祉怡，晋级
决赛。
新华社记者 刘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