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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
枣庄市市中区一药房因资

金问题空转，望有诚心诚意的
同 仁 联 系 ！ 联 系 电 话 ：
15726374007。

遗失声明
▲白桂萍、黄庆龙不慎

将与枣庄市市中区房屋征收
办公室签订的关于被拆迁地
点 为 ： 太 平 街 北 巷 1 号 平
房，补偿地点为：美星花园1
号楼 1 单元 1502 室的房屋征
收产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丢
失，声明作废。

▲白桂萍、黄庆龙不慎将
美星花园 1#楼一单元 1502 室
的结算清单丢失，声明作废。

▲山东台儿庄建工集团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
注 册 号 ： 3704001800416，
声明作废。

▲山东台儿庄建工集团有
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丢失，声明作废。

▲ 韦 存 水 （身 份 证 ：
370481199602277715） 不 慎
将在鼎祥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
预售车位款东区 E-46 交款收
据丢失，日期：2019 年 8 月
14 日 ， 收 据 号 码 ：
NO.5261473，金额：伍仟元
整（￥5000.00）声明作废。

▲ 枣 庄 兴 佳 物 资 有 限
公 司 在 银 行 的 基 本 账 户 开
户 许 可 证 丢 失 ， 核 准 号 ：
J4540000912602， 声 明 作
废。

▲中国共产党枣庄市山亭
区委员会群众工作部在银行的
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丢失，核
准号：J4540002508901，声
明作废。

▲枣庄枣安运输有限公司
车牌号鲁DE0716的营运证丢
失 ， 号 码 ： 鲁 交 运 管 枣 字
370402328349，声明作废。

电话：3316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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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枣庄市人民政府批准，枣庄市山亭区自然资源局决定在枣庄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使用IE浏览器，IE8以上系统；网址：www.zzggzy.com）以网上挂牌的方式公开出让2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如下表：

枣庄市山亭区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山自资告字[2020]3号

二、竞买资格：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企业、公司、其他组织和个人，
均可参加竞买。有意参加竞买者在提前取得CA数字证书后，于2020年12月
16日16时前登录《枣庄市公共资源交易网》提交竞买申请并足额缴纳竞买保
证金，系统审核通过后取得竞买资格。

说明：1、竞买人在申购时建议选择两家以上银行申请子账号，以防银行
出现故障影响缴纳保证金。

2、竞买人在报价时建议准备两台电脑，以防进行限时竞价时电脑
出现故障影响报价。

3、土地交付条件按现状土地条件交付，如果该宗土地涉及到地
下电线、光缆、管道和地上的高压线等一些迁移工作，由竞得者负责解决。

4、竞买人缴纳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以银行系统反馈到网上交易
系统的信息为准，建议竞买申请人至少提前2个工作日办理缴纳竞买保证金
手续，并即时与银行联系核实到账信息。

三、出让方式：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采取增价报价方
法，竞买人取得竞买资格后可在挂牌报价期间进行报价，挂牌截止前5分钟进
入限时竞价，最后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竞得人在网上交易结果公
示结束无异议后5个工作日内，持网上成交确认书、竞买申请书等有关资料到
自然资源部门进行复核，经审核无误后，签订《成交确认书》。则本次网上挂牌
交易活动结束。

四、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有意竞买者可登陆枣庄市

公共资源交易网（www.zzggzy.com），浏览或下载《枣庄市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
规则》等文件，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办理CA数字证书并参加竞买。

五、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竞买申请人应详尽了解本次网上挂牌出让地块现状及所列条件，详细

阅读网上交易规则，提交竞买申请后，即视同对本次网上挂牌出让地块的现
状及所列条件无异议并全面接受。

2、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只接受网上竞买申请（即通过网
上交易系统进行），不接受书面、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及口头竞买申请。

3、竞买保证金缴纳银行账号是由网上交易系统随机自动生成的竞买保
证金子账号。未竞得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在网上交易活动结束后5个工作日

内予以退还，不计利息。
4、未涉及事项，以挂牌文件为准。网上交易的具体情况详见《操作指南》。
CA办理：8252191。
业务咨询：枣庄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办公室电话：8252057 窗口电话：8252190。

（枣庄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公地点：新城民生路西、文体中心体育场北）
枣庄市山亭区自然资源局（枣庄市山亭区府前路2号）
电话：0632-8818726。

枣庄市山亭区自然资源局
2020年11月19日

序号

1

2

宗地编号

山亭区2020-15号

山亭区2015-12号

土地位置

山亭区北京路南侧

城头镇驻地、木楼公路东侧

土地面积
（平方米）

50000

22954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仓储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地上）

≥1.0

地上≤1.0

建筑
密度

>35%

≥35%

绿地率

≤15%

＜15%

投资强度
（万元/亩）

≥280

≥220

年均税收
（万元/亩）

≥5

/

单位能耗
增加值

（万元/吨标煤）

≥1.25

/

单位排放
增加值

（mg/m3）

≤1.0

/

供地
年限
（年）

50

50

竞买保证金
（万元、人民币）

800

300

起始价
(万元、人民币）

1600

585

挂牌报价起止时间

2020年12月09日9时00分起至12月18日9时15分止

2020年12月09日9时00分起至12月18日9时30分止

受有关部门委托，我公司定于2020年11月26日9时在本公司拍卖厅公开拍
卖：位于枣庄市台儿庄区兴中路中段兴中广场对过门市房屋租赁权，总面积约
123.76㎡，租赁期限为5年，起拍价：16000元/年。

另定于2020年11月26日15时在中拍平台公开拍卖：坐落于市中区光明路东
郊小区东郊小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门市、市中区振兴中路四号市委宿舍院内锅炉
房2处房屋租赁权，租赁期限为3年；市中区振兴中路四号市委宿舍院内浴室房屋
租赁权，租赁期限为5年，起拍价：8450元/年—27216元/年。

标的物展示：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会前一日12时在标的所在地现场展样，竞
买人请提前联系拍卖公司预约看样。

竞买登记：有意竞买者应于拍卖会前一日16时前到我公司凭有效证件交纳保
证金办理竞买手续，不成交拍卖会结束后3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

联系电话：0632-3177788 3177789
公司地址：枣庄市市中区人民西路9号

山东诚信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经枣庄市人民政府批准，枣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在枣庄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使用IE浏览器，IE8以上系统;网址：www.zzggzy.com）以网上挂牌的方式公开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如下表：

枣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枣国土储告字〔2020〕24号

二、竞买资格：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
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均可参加竞买 （被国家有关
部门列入失信黑名单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除
外）。有意参加竞买者在提前取得CA数字证书后，于
2020年12月16日16时前登录枣庄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网址www.zzggzy.com）提交竞买申请并足额缴纳竞
买保证金，系统审核通过后取得竞买资格。

说明：1、竞买人在报价时建议准备两台电脑，
以防进行限时竞价时电脑出现故障影响报价。

2、土地交付条件按现状交付，如果出让
土地涉及到地上和地下的光缆、管道、通讯、电力等
设施的迁移等相关工作，由土地竞得者自行协调解
决，出让人不承担任何费用。

3、竞买人缴纳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以银
行系统反馈到网上交易系统的信息为准，建议竞买申
请人至少提前 2 个工作日办理缴纳竞买保证金手续，
并即时与银行联系核实到账信息。

三、出让方式：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
牌出让采取增价报价方法，竞买人取得竞买资格后可
在挂牌报价期间进行报价，挂牌截止前5分钟进入限
时竞价，最后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竞得人
在网上交易结果公示结束无异议后3个工作日内，持

《竞买申请书》、《竞买资格确认书》 等相关资料及证
明材料到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领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网上挂牌交易结果通知书》，5个工作日内持《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交易结果通知书》及相关资

料到自然资源管理部门进行复核，经审核无误后，签
订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成交确认书》，则
本次网上挂牌交易活动结束。

四、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
有意竞买者可登陆枣庄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www.
zzggzy.com），浏览或下载 《枣庄市土地使用权网上
交易规则》等文件，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办
理CA数字证书并参加竞买。

五、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竞买申请人应详尽了解本次网上挂牌出让地

块现状及所列条件，详细阅读网上交易规则，提交竞
买申请后，即视同对本次网上挂牌出让地块的现状及
所列条件无异议并全面接受。

2、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只接受
网上竞买申请（即通过网上交易系统进行），不接受书
面、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及口头竞买申请。

3、未涉及事项，以挂牌文件为准。网上交易的具体
情况详见《办事指南》。

CA 办理：枣庄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电话：
0632-8252191。

业务咨询：枣庄市山亭区自然资源局（府前路2号）
电话：0632-8829659。
枣庄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公地点：新城民生路

西、文体中心体育场北，石榴花玻璃幕墙造型西侧，
地下一层。电话：0632-8252190。

2020年11月19日

宗地编号

山亭区2020-42号

备注：宗地具体规划条件和建设条件详见规划文件和建设文件

土地位置

山亭城区府前路南侧、世纪大道西
侧、汉诺路北侧

土地面积
（平方米）

72896平方米

土地用途
及年期（年）

住宅7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地上）

1.0≤容积率（地上）≤2.0

建筑密度

≤26%

绿地率

≥35%

起始价
（万元、人民币）

23000

保证金（万元、人民币）

12000

加价幅度（万元）

10

挂牌报价起止时间

2020年12月9日9时00分起
至2020年12月18日19时40分止

新华社北京11月 18日电 纪念中
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成立30周年暨
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17日至18
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
示，代表党中央，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国
从事关心下一代工作的老同志和关工委
干部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
和民族的希望。中国关工委成立 30 年
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团结带领
广大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

师、老模范等离退休老同志，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为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广大“五老”是党和
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加强青少年思想政
治工作的重要力量。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加强对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领导，支持更
多老同志参加关心下一代工作，使广大

“五老”在关心下一代的广阔舞台上老
有所为、发光发热，为培养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
黄坤明在会上传达了习近平的重要指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
理孙春兰在会上讲话指出，关工委成立
30 年来，为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发挥了
重要作用。希望各级关工委和老同志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心下一代工
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弘扬“五老”精
神，发挥老同志的特长和优势，深入开
展革命传统教育，积极参与学校教育教
学活动，促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关工委工
作，广泛宣传老同志的先进事迹和崇高
精神，支持老同志老有所为、发光发
热。

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
联、中国科协致贺词。

会议总结了关工委 30 年来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工作成绩和体会，
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意见。中国关工
委、中央文明办联合表彰北京市西城区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 593 个先进集
体和1907名先进个人。受表彰代表在大
会上发言。

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
各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关工委、
文明办，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关工委
代表等300多人参加大会。

习近平就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支持更多老同志参加关心下一代工作
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 11月18日，中国文化产业投资母
基金在北京正式成立。基金由中宣部和财政部共同发起设立，目标
规模500亿元，首期已募集资金317亿元。基金成立是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于健
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完善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国家级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主要围绕落实国家文化战略和规
划积极发挥作用，以政府引导资金撬动，吸引各方资本投入，通过市场
化运作、专业化管理，支持文化企业改制重组和并购，促进文化资源整
合和产业结构调整，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基金主要投向新闻信
息服务、媒体融合发展、数字化文化新业态等文化产业核心领域，以及
与文化产业高度相关的旅游、体育等相关行业，支持电影等重点行业
发展；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重大区域发
展战略，支持区域文化产业协同发展，做强做优做大文化企业，增强文
化产业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促进形成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

中国文化产业
投资母基金正式成立

据新华社西安11月18日电 （李国利 吕炳宏） 记者18日
从西安卫星测控中心获悉，经过近两年建设，我国首个深空天线组
阵系统在喀什深空站建成并完成各项调试测试工作，于近日正式启
用后投入到天问一号、嫦娥四号测控任务中。

据介绍，随着中国人迈向深空的脚步越走越远，仅靠单个大口
径测控天线已经不能满足深空测控任务对测控和数据传输的需求。
为提高地面系统对深空探测器下行数据的接收能力，西安卫星测控
中心在喀什深空站新建3座35米口径天线，与原有的1座35米天
线组成4×35米的深空天线组阵系统，达到等效66米口径天线的
数据接收能力，探测距离和接收灵敏度较现有设备将得到大幅提
升，为我国执行各类深空探测任务提供有力测控支持。

喀什测控站站长李四虎表示，这一系统不仅可以实现对单个深
空探测器的高精度跟踪测控，每台天线也可单独工作，实现对多个
深空目标的同时跟踪，还可以与国内外其他天文台站实现异地组
阵，开展联合射电天文观测活动。

我国首个深空天线
组阵系统正式启用

新华社武汉11月18日电 （记者 李思远）中国长江三峡集
团有限公司18日发布消息称，在充分发挥防洪、航运、水资源利用等
综合效益的情况下，三峡工程2020年发电量已于11月15日8时20
分达到1031亿千瓦时，打破了此前南美洲伊泰普水电站于2016年
创造并保持的1030.98亿千瓦时的单座水电站年发电量世界纪录。

今年汛期，长江流域共发生 5 次编号洪水，最大洪峰达到
75000立方米每秒，为历史罕见。在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国家
电网、南方电网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下，三峡集团全面落实汛
期三峡工程各项风险管控措施，优化三峡电站机组运行工况，提升
流域水雨情精准预报能力和梯级电站联合调度能力。三峡工程始终
处于安全稳定状态，机组设备可控。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水电枢纽，三峡工程共安装有32台70
万千瓦和2台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为2250万千
瓦，年设计发电量882亿千瓦时，是我国“西电东送”和“南北互
供”的骨干电源点。

三峡工程创单座水电站
年发电量世界纪录

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 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11月1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
会议，要求按时间表抓紧做好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落地实施国内相关工作；
部署提振大宗消费重点消费和促进释放农
村消费潜力；确定适应消费升级需求支持

“互联网+旅游”发展的措施；听取病险
水库除险加固情况汇报，要求积极扩大有
效投资，提高防灾和供水保障能力。

会议指出，要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
开放。日前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体现了亚太地区国家维护多边主义
和自由贸易的共同意愿。建设这一世界
最大的自贸区有利于稳定产业链供应
链，造福相关国家人民。会议要求有关
部门按协定确定的时间表加快落实，抓
紧深化改革，做好推动协定落地的国内

相关工作，尽早兑现承诺，在相互扩大
开放中实现互利共赢。

会议指出，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引
擎。今年消费遭受疫情严重冲击，恢复
正常增长有不少困难。要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部署，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进一步促进大宗消费、重点消费，更大
释放农村消费潜力。一要稳定和扩大汽
车消费。鼓励各地调整优化限购措施，
增加号牌指标投放。开展新一轮汽车下
乡和以旧换新，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对农
村居民购买 3.5 吨及以下货车、1.6 升及
以下排量乘用车，对居民淘汰国三及以下
排放标准汽车并购买新车，给予补贴。加
强停车场、充电桩等设施建设。二要促进
家电家具家装消费。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对
淘汰旧家电家具并购买绿色智能家电、环

保家具给予补贴。三要提振餐饮消费。鼓
励餐饮企业丰富提升菜品，创新线上线下
经营模式。完善餐饮服务标准，支持以市
场化方式推介优质特色饮食。四要以扩大
县域乡镇消费为抓手带动农村消费。加强
县域乡镇商贸设施和到村物流站点建
设。支持建设立足乡村、贴近农民的生
活消费服务综合体。依法打击假冒伪
劣，优化农村消费环境。

会议指出，旅游消费潜力巨大。为
促进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旅游业健康发
展，会议确定了支持“互联网+旅游”发
展的措施。一是支持建设智慧旅游景
区，普及电子地图、语音导览等服务，
打造特色景区数字展览馆等，推动道
路、旅游厕所等数字化建设。二是鼓励
景区加大线上营销力度，引导云旅游等

新业态发展，出台规范发展互联网+旅游
民宿的措施。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保留
线下服务。三是完善包容审慎监管，加
强旅游安全监测和线上投诉处理，打击
坑蒙拐骗。

水库对防汛减灾、供水保障和农业
灌溉等至关重要。近年来我国已对近7.2
万座病险水库进行除险加固。会议要求
落实地方属地管理和部门监督指导责
任，用好中央补助资金，带动地方资金
和民间投资，扩大有效投资，对现有病
险水库 2025 年底前要全部完成除险加
固，并对新出现的病险水库及时除险加
固。同时，抓紧建设监测预警设施，健
全常态化管护机制，确保水库安全运
行、为民造福。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要求按时间表抓紧做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落地实施国内相关工作

部署提振大宗消费重点消费和促进释放农村消费潜力
确定适应消费升级需求支持“互联网+旅游”发展的措施

听取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情况汇报 要求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提高防灾和供水保障能力

10 月 16 日，在英国伦敦，工作人
员协助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文化处清点文
物。

今年 1 月以来，国家文物局与外
交、海关等部门紧密合作，在我驻英国
使馆大力支持下，克服疫情的不利影
响，近期成功将流失英国25年的68件
走私文物追索回国。

（新华社记者 韩岩 摄）

我国成功追索68件
流失英国文物

新华社联合国11月17日电 （记者 王建刚）联合国负责人
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洛科克17日宣布紧急拨款一亿美元，援助7
个贫穷国家。受武装冲突、经济衰退、气候变化以及新冠疫情等因
素影响，这些国家饥荒风险正迅速上升。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网站当天发布消息说，尼日利亚东
北部、布基纳法索、南苏丹和也门等地正面临严峻饥荒风险，从联
合国中央应急基金中放款是防止饥荒发生最为迅速和有效的手段之
一。也门将获得 3000 万美元，埃塞俄比亚将获得 2000 万美元，
阿富汗、布基纳法索、刚果民主共和国、尼日利亚和南苏丹将分享
其余5000万美元。

洛科克说，饥荒将加剧冲突和战争，导致流离失所。它对一个
国家的影响是长期且灾难性的。他强调，不应把饥荒视为新冠疫情
不可避免的结果。“如果真的发生严重饥荒，唯一原因只能是一些
国家的不作为。”

此外，洛科克与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比斯利当天在英国
《泰晤士报》发表联合署名文章表示，目前全球有超过2.5亿人在
饥饿边缘挣扎，“我们绝不能回避，更不能置之不理”。

联合国拨款一亿美元
援助7个饥荒高风险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