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庆黄金周期间，游人在北京长安街西单路口“喜迎冬奥”主题花坛前拍照留影。 新华社记者 李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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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更好地服务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及有关规定，海南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决定面向全省公开选调一批工作人员,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选调职位
公开选调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工作人员8名，到厅直属参公

事业单位海南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局任职。
二、选调对象和条件
(一)选调对象：机关中已进行公务员登记备案且在编在岗的

公务员，或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单位)中已进行参照登记备案
且在编在岗的工作人员。

(二)报名条件：报名人员除应当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
员法》规定的资格条件外，还应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严守纪律和规矩，品行端正，实绩突
出，群众公认。

2.学历学位和专业技术资格等方面需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具有土木类、建筑类（含城乡规划）、房地产类、工程管理

类等相关专业研究生学历，并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2）具有土
木类、建筑类（含城乡规划）、房地产类、工程管理类等相关专业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并取得学士及以上学位，同时具备建筑工
程系列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3）具有土木类、建筑类（含城
乡规划）、房地产类、工程管理类等相关专业全日制大学本科及
以上学历，并取得学士及以上学位，同时具备建筑工程系列中级
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或建筑工程注册类执业资格。（4）具有土木
类、建筑类（含城乡规划）、房地产类、工程管理类等相关专业大
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并取得学士及以上学位，担任过市县副科级
及以上领导职务。

3.年度考核均为称职及以上等次。
4.年龄在40周岁以下(1980年10月22日之后出生)。
5.具有2年及以上基层工作经历(计算截止时间2021年10

月22日)。
6.身体、心理健康，符合《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

要求及相关规定。
(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报考:
1.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监察调查，或者涉嫌犯罪，司法程序尚

未终结的。2.受处分期间或者未满影响期限的。3.被依法列为
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4.按照国家或地方有关规定，工作未满服
务年限或对选调有其他限制性规定的。5.试用期未满的。6.法
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选调程序

(一)发布公告
在《海南日报》、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官网(http://zjt.

hainan.gov.cn/)、南海网(www.hinews.cn)等媒体上发布选调
公告。

(二)报名
1.报名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10月22日截止。
2.报名方式：通过网上邮箱报名，邮箱地址为：cyrcgzc_szjt

@hainan.gov.cn，邮件标题为“姓名+手机号”。
3.报名资料：(1)报名表(请从网站下载，须单位同意报名并盖

章)；(2)有效期内二代身份证正反面；(3)学历学位证书；(4)公务员
登记表或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单位)工作人员登记表；(5)近期
2寸免冠正面证件照(电子照片)；(6)近三年工作总结(1000字左
右)；(7)建筑工程系列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建筑工程注册类执业
资格证书；(8)本人认为可以证明自身能力素质的其他相关材料。

以上资料电子版照片为JPG格式，扫描件为PDF格式，报名
表和近三年工作总结同时提供word电子版。

(三)资格审查
对报名人员提交的材料进行资格审查，经甄别和筛选，择优

确定一定数量的报名人员参加面试，并以电话和短信方式通知
考生本人，未进入面试名单的以短信方式通知。

资格审查贯穿公开选调全过程，任何环节发现选调人员提
供的相关材料不实或弄虚作假的，取消选调资格。

(四)面试
面试主要测试考生的综合素养、逻辑思维、个性特征和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面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面试前对面试人员报名材料的相应原件进行复查。对未能

提供原件、原件与报名材料不一致或原件不符合要求的，取消面
试资格。

(五)体检和考察
按面试情况确定体检、考察对象，体检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

通用标准执行，对体检合格的考生派出考察组进行考察和政审，
主要考察考生的德、能、勤、绩、廉情况及其政治业务素质与公开
选调职位的适应程度等内容。

(六)办理调动手续
综合报名者面试、体检和考察情况，按照人岗相适的原则，

择优录用，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有关程序办理调动手续。
本公告由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解释。
咨询电话：0898-65349931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1年10月8日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1年面向全省公开选调工作人员公告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

式出让1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
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一）基本情况和主要规划指标。本
次挂牌出让的宗地位于海口五源河片区C1101-01地块（一期），土
地面积22296.13平方米（合33.44亩），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土
地使用年限为70年。该宗地属五源河片区C1101-01地块范围，根
据市政府〔2021〕90号专题会议纪要批示精神，该一期地块为二类居
住用地，容积率2.73，建筑密度≤25%，绿地率≥40%，建筑限高≤80
米，报建时与C1101-01剩余地块统一规划，人防、停车位等配套设
施共享，地块指标统一核算。（二）宗地净地情况：该宗地已办理农转
用手续，已纳入政府储备库管理，地上现状已建成。二、本次挂牌出
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本
次挂牌地块起始价为17225.7671万元人民币，每次加价幅度为10万
元或10万元人民币的整数倍。竞买人在报名时需缴纳土地竞买保证
金17225.7671万元人民币。三、开发建设要求：（一）挂牌成交后，土
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为出让地块的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按《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定金为成交价的10%。
（二）竞买人竞得土地后，应当与挂牌人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并在
5个工作日内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15日
内一次性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三）该地上建筑物与土地一并挂
牌出让，竞得人除足额缴交土地出让金外，地上建筑物在签订《成交
确认书》的10个工作日内须另行到秀英区政府办理按评估价缴交地
上建筑物价款等相关手续，并凭秀英区政府出具的意见办理土地相
关手续。（四）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按现状出让。（五）本次挂牌宗地用
于建设五源河回迁安置房项目，须符合环保要求，须按回迁安置房管
理规定及市住建局有关文件要求执行。（六）本项目回迁安置房住房
销售限定价格：建筑面积7440元/平方米。（七）销售对象：项目一所
有的住宅、商业用房，均由秀英区政府组织特定回迁人按限定价格进
行回购。具体名单和购买条件由秀英区政府提供.有剩余房源的，由
秀英区政府或市政府指定部门或单位统一回购，土地竞得人应负责
配合按要求办理相关不动产登记手续。（八）涉及水务、绿化、市容、卫
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海南
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九）税金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挂
牌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十）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
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手续。四、竞买申请：（一）竞买人资格：1、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
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
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
申请竞买：（1）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因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行
为的。（2）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拖欠土地出让金、违约金、利息等
行为的。（3）该项目原非法占地或违法建设行为人。2、非海口市注
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签署成交确认书后7日内在海口市注册
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全资子公司，由

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全资子公司与海口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理土地使用
权登记手续。（二）交易资料获取方式。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信息和
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相关文件。相关文件可从海南省建设用地使
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网址：http://
lr.hainan.gov.cn:9002）查看和打印。（三）竞买申请方式。本次交易
活动竞买申请环节采取线上方式进行，有意向的竞买人可登录网上
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按要求上传竞买申请文件。不接受电话、邮
寄、书面、口头等其他形式的申请。竞买申请时间：2021年10月08
日09时00分至2021年11月10日16时00分（以网上交易系统服
务器时间为准，下同）。（四）竞买保证金。竞买人在网上交易系统提
交竞买申请时，应选定一家银行交纳竞买保证金，选定银行后系统自
动生成唯一的随机竞买保证金账号，保证金交纳银行一经选定不能
更改，竞买人应谨慎选择。竞买人须按照出让手册的有关规定将竞
买保证金足额交入该账号（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以银行信息系统入
账时间为准）。本次竞买保证金的币种为人民币，不接受外币。竞买
保证金应不属于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所得，并出具
承诺。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1年 11月 10日 16时 00
分。（五）资格确认。竞买资格审核开始后，出让人在2个工作日内、
资格审核截止时间前完成竞买申请文件审核。竞买人提交竞买申请
时应充分考虑网上交易活动的竞买资格审核时效，并进行审慎注
意。竞买人的竞买申请文件审核通过，且竞买保证金已按要求交纳
的，网上交易系统自动发放《竞买资格确认书》，确认其获得竞买资
格。竞买资格审核时间：2021年10月29日09时00分至2021年
11月12日12时00分。五、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一）本次交易活动
挂牌报价竞价环节采取线下方式进行，获得竞买资格的竞买人应持
在线下载打印的《竞买资格确认书》到指定地点参与报价竞价活动。
挂牌报价阶段仅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
方式报价。挂牌截止由挂牌主持人主持确定。（二）挂牌报价时间：
2021年10月29日09时00分至2021年11月12日16时00分，受理
报价时间为北京时间工作日08:30至11:30及14:30至17:00。（三）挂
牌报价地点：海口市国土大厦5楼土地交易中心招拍挂部。（四）挂牌现
场会地点：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二楼土地矿产资源交易厅
（203室）。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经秀英区政府委托评估，地上
资产价值经评估协会会审核定，总价值为30947.13万元。（二）其他约定
详见《海口市秀英区五源河片区C1101-01地块土地出让补充条件》。
七、咨询方式：（一）交易业务咨询。联 系 人：黄先生、陈女士、李女士；
联系电话：0898-68531700；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
ggzy/、http://lr.hainan.gov.cn、http://lr.hainan.gov.cn:9002/；
（二）CA证书办理咨询。办理机构：海南省数字认证中心。办理地址：海
口市国贸大厦c座b栋一楼海南省数字证书认证中心、三亚市政务服务
中心16、17号窗口。咨询电话：0898-66668096。证书驱动下载网址：
www.hndca.com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0月08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网挂【2021】043

新华社酒泉 10 月 7 日电 （李
国利 邓孟）神舟十三号船箭组合
体7日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期择
机实施发射。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
公室了解到，10 月 7 日，神舟十
三号载人飞船与长征二号 F 遥十
三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

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
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
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
作。

神舟十三号
近期择机发射
船箭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厦门中高风险地区“清零”

福建四地实现全域“低风险”
据新华社厦门10月7日电（记者颜之宏 吴

剑锋）厦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7日
宣布，自10月7日21时起，将现有3个中风险地
区和1个高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实现全
市中高风险地区“清零”。

指挥部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还宣布，7日
21时起，撤除离厦通道通行查验点，在厦人员离
厦不再查验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此前，漳州、泉州、莆田已陆续宣布全域转为
低风险地区。随着7日21时厦门中高风险地区

“清零”，福建省本轮本土疫情波及的四地将全部
全域转为低风险地区。

红色旅游厚植家国情怀，线上线
下消费持续火爆，文化活动异彩纷呈
……“十四五”开局之年的国庆假期，
神州大地勾勒出一幅幅欢乐祥和、富
足兴旺的美好画面。

无论是回家团圆还是拥抱“诗和
远方”，无论是感受传统文化还是新兴
经济魅力，活力四射的假日经济背后，
呈现的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中国。

“诗和远方”
旅游消费亮点不断

“流动中国”，畅通而有序，旅游消
费亮点不断。

今年国庆假期，曾因疫情关停全
市所有景区近一个月的湖南张家界，
迎来恢复开放后的首个黄金周。

张家界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张家界市等级景区景
点均已开放，全部采取“限量、预约、错
峰”措施，安装了“疫情防控健康通道”
检测设备，各个景区接待游客量均不
超过最大承载量的75%。

在保证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前提
下，这个黄金周，不少热门景区及城市
地标人流涌动，尽展“流动中国”的生
机与活力。

在四川三星堆博物馆，游客呈爆
发式增长，门票连续多日销售一空；在
九寨沟景区，接待游客连续多日达到
4.1万人次的最高承载量；北京环球影
城、上海迪士尼乐园内，热门项目等待
时间普遍超过2小时……

有统计预测，今年国庆假期全国
国内游人次将达6.5亿，恢复至2019
年同期的八成以上。交通运输部的数
据显示，国庆黄金周期间，全国交通运
输部门预计共发送旅客超4亿人次。

这是恰逢建党一百周年的国庆黄
金周，红色景区迎来“打卡热”——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橘子洲青年毛泽东头像前人头攒
动，一位来自广州的“90后”游客情不自
禁地吟诵起《沁园春·长沙》，他对记者
说，来长沙之前，就想着一定要“打卡”
橘子洲，实地感受革命者们“为人民谋
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壮志豪情。

这个假期，话题“这才是国庆该去
的地方”登上微博热搜。从上海中共一
大会址到嘉兴南湖红船，从革命老区到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无数游客
选择去追寻心中的那一抹“中国红”。

据统计，假期首日，广州15家红

色景区接待游客超7万人次；假期前
三天，井冈山景区接待游客13.05万
人次，比2019年同期增长9.66%……

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第一
个国庆黄金周，绿色乡村游“圈粉”无
数——

达东村位于拉萨近郊，这里交通
便利、风光秀美，被誉为拉萨“最美乡
村”，是西藏自治区首批绿色旅游示范
基地。“入秋后，天气转凉，村里的温泉
民宿，已经预订到节后了。”达东村乡
村旅游项目经理多明兰介绍，国庆前
三天，全村共接待游客约1900人次，
其中本地游客占80%左右。

飞猪数据显示，假期前三天，乡村
民宿订单量环比上月增长超560%，
增速超过酒店。

“买买买”
线上线下人气爆棚

购物，是黄金周消费的永恒主

题。2021国庆黄金周，“买买买”既展
现了消费复苏的活力，又透露出新的
消费动向和趋势。

夜幕降临，灯光闪烁。在北京一
处露天集市的网红咖啡调制现场，表
演者的演奏引来“逛集”的年轻人纷纷
拍照留念。

这是朝阳大悦城广场举办的
“2021青年理想生活节”的一幕。汉服
歌舞秀、即兴戏剧表演、草地弹唱……
打造300平方米城市露营区，容纳咖
啡精酿、烟火小吃、潮玩文创等特色活
动，消费体验与社交空间巧妙融合，这
里成为不少年轻人的国庆“打卡地”。

夜色之下，长沙“夜经济”最集中的
五一商圈，大街小巷摩肩接踵，人声鼎
沸。“网红”奶茶店每隔二三十米就有一
家，堪称“同街竞技”“遍地开花”，门口排
起长队，年轻人三五成群前来“打卡”。

线下消费火热，线上消费也势头
不减、新意十足。

本地游、周边游火爆，新玩法带动

新消费。部分电商平台数据显示，自
驾游带动了车载电饭煲销量环比增长
近20%。露营类、冲浪类、垂钓类商
品销售增长明显。

与此同时，品质化、个性化消费
特色更加凸显。京东相关数据显
示，国庆期间，消费占比前五大类商
品分别为家用电器、电脑办公、手机
通讯、食品饮料和数码产品。其中，
北京、上海等地扫地机器人交易额
同比增长超三成。北京、广州等地
健康监测类智能设备交易额同比增
长超2倍。

消费升级不仅体现在城市，还有
乡村，购买进口货和个性化产品成为
越来越多“小镇青年”的选择。天猫国
际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四五线以下城
市及农村地区的进口消费增速高于一
二线城市，部分乡镇、农村进口消费同
比增长超过55%。

无论是线下客流量增加，还是线
上订单大涨，背后是国内疫情防控形

势好转下人们消费信心的进一步增
强。美团数据显示，综合餐饮、住宿、
旅游、娱乐、出行等业务消费数据来
看，今年国庆期间总消费额同比上涨
约三成，比2019年同期上涨51.6%。

文化“盛宴”
“好戏连台”彰显艺术魅力

国庆假期，各地影院人气持续升温。
“十一”当天，我国电影票房突破

6亿元。其中，《长津湖》更是以当日
突破4亿元的票房成绩强势领跑。这
不仅刷新了国庆档影片单日的票房纪
录，也在同档期影片中占据排片占比、
观影人次、上座率等多项数据的第一。

这部时长近3小时的红色主旋律
国产大片，带领观众重回抗美援朝战
场，讲述志愿军连队为夺取长津湖战
役胜利在极端艰苦条件下的坚守与奋
战，不论故事、场景还是人物、镜头都
让人为之动容。

位列单日票房第二位的是《我和
我的父辈》，该片通过“家与国”的视角
描写父辈们接续奋斗的经历，讲述中
国人的血脉相连和精神传承，再现中
国人努力拼搏的时代记忆。

此次国庆档影片，以“爱国主义”
激发观众强烈共情。国家电影局初步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月7日17时，
2021年国庆档票房达42.46亿元。其
中，《长津湖》以30.9亿元票房领跑，
打破国庆档影片票房纪录。

享文化盛宴，为精神充电，“过文
化节”是近年来的新时尚。

长假刚开始，“敦行故远：故宫
敦煌特展”国庆七天预约已显示门
票售罄。在昆山，第八届中国昆剧
艺术节如约而至，《浣纱记·吴越春
秋》《瞿秋白》等陆续登场。在北
京，第五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国庆亮
相园博园，红色戏曲经典交响音乐
演唱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等曲
目讴歌时代。

老艺术家披挂上阵，新秀粉墨亮
相，年轻观众前来捧场……国风、非遗
引领新潮流。

爱国主义旋律在神州大地唱
响，黄金周假日经济效益凸显，消费
升级亮点纷呈……这个黄金周，折
射的是中国假日经济的不断发展变
化，展现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
切向往。

（据新华社北京10月7日电）

济南趵突泉地下水位
创1966年以来最高纪录

据新华社济南10月7日电（记者王志）记者
从济南市城乡水务局获悉，受连日降水和节水保
泉综合措施影响，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济南趵
突泉7日地下水位达到30.04米，创下1966年以
来的最高纪录。

据了解，济南泉水水位主要受降水影响，每年
10月至次年6月是济南的枯水期。趵突泉地下
水位在枯水期处于下降状态，进入汛期后水位会
逐渐上升。同时，济南市积极采取增雨、补源、节
水等一系列综合保泉措施，助力泉水喷涌。

神舟十三号载
人飞船与长征二号
F遥十三运载火箭
组合体准备转往发
射区。 新华社发

网传“无病女学生被推上手术台”

陕西安康公布调查结果
新华社西安10月7日电（记者薛天）10月6

日，有网民网络发帖称“10月4日有学生家长许女士
反映，她的孩子路某甲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陕西省
安康市汉滨区的安康兴安医院‘被无病推上了手术
台’，并‘被逼借钱支付手术费用’”，引起网民关注。

10月6日，安康市汉滨区成立安康兴安医院
有关问题调查处置工作组，下设四个工作小组进
驻安康兴安医院，依法依规开展调查处置工作。

10月7日，汉滨区安康兴安医院有关问题调
查处置工作组公布调查处置结果。经查，2021年
10月4日中午，路某甲（17岁）在其同学陪同下到
安康兴安医院就诊，医生操某某接诊、检查，诊断
为宫颈赘生物，路某甲在手术知情同意书上签字
后，操某某对其实施了手术。不存在手术中签字、
虚假手术（在其他医院检查的部位与安康兴安医
院手术部位不是同一部位）问题。

但在诊疗过程中，安康兴安医院在没有监护人
陪同、签字的情况下对未成年人进行检查和手术，存
在管理不规范、告知不到位、医风医德不端正等问
题。目前，已对安康兴安医院停业整顿，停止主治医
生操某某执业活动，约谈并责令医院院长辞职，责令
医院严肃处理业务副院长、科室主任和医生操某某。

“红通人员”魏奇回国投案
据新华社北京10月7日电 近日，在中央反

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
和黑龙江省追逃办具体指导下，经哈尔滨市、尚志
市两级纪检监察机关不懈努力，外逃7年的“红通
人员”、职务犯罪嫌疑人魏奇回国投案。

魏奇，1960年5月出生，哈尔滨市私营业主，
涉嫌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于2014年9月出逃境
外。2015年3月，尚志市人民检察院对魏奇立案
侦查。监察体制改革后，该案移交尚志市监察委
员会办理。2016年3月，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布
红色通缉令。

“活力”金秋看“十一”
——2021国庆黄金周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