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版2019年8月22日 星期四

Http://www.hbnews.net
时 事

SHISHI
编辑 /版式 赵斌 /李静 hbrbzb@163.com校对 杨素侠

国有房产三年期租赁经营权
拍租公告

受委托， 本公司定于 2019年
9 月 4 日(星期三)9：00，在中拍协
网络拍卖平台，对其拥有的房产租
赁经营权以网络拍卖的形式公开
拍租。

一、拍租标的：

标的 1：丁楼公租房 S1#商业
建筑自西向东商铺 2约 103.74㎡；
标的 2：丁楼公租房 S1#商业建筑
自西向东商铺 3约 196.84㎡；标的
3： 丁楼公租房 1#号楼自西向东
商铺 1 约 272.26㎡；标的 4：丁楼
公租房 1# 号楼自西向东商铺 2
约 173.72㎡；标的 5：丁楼公租房 1#
号楼自西向东商铺 3约 173.72㎡；
标的6： 丁楼公租房 1#号楼自西
向东商铺 4约 220.96㎡； 标的 7：
金桥家园 35号楼 101室 1-2层，
约 126.19㎡； 标的 8： 国购心苑 2
号楼商业门面， 原经营辣的很，约
107.86㎡；标的 9：国购心苑 2号楼
商业门面， 原经营功能水养生馆，
约 111.16㎡；保证金每间 20000元
整。注：标的 1至 6所在楼层是 1-
2层， 丁楼公租房禁止经营餐饮、

网吧、歌厅。
二、标的展示时间，地点：即日

起至拍租日前一天，在标的物存放
地进行展示。

三、意向承租方须知

意向承租人须在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至 2019 年 9 月 3 日下午
16:00时前持有效身份证件、 法人
身份证（委托他人竞拍的需到报名
现场签订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的
身份证及复印件）和竞拍保证金缴
纳凭证（户名：淮北市宝盛拍卖有
限公司 账号 ：3400 1646 7080
5250 0251 开户行：建行人民中路
支行）， 到淮北市宝盛拍卖有限公
司办理手续（未成交者，不计息，退
还保证金）。 报名费：200元。

特别提示：实际面积如与清单
所载面积有差异，以实际移交房屋
面积为准，不调整房屋拍租租金。

联 系 方 式 ： 吴 经 理 ：
13966116363

淮北市源创客

淮北市宝盛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2日

安徽龙盛拍卖公告
一、拍卖时间：2019年 8

月 29日（星期四）上午 9时。
二、拍卖地点：中拍协网

络拍卖平台。
三、标的展示时间：即日

起至拍卖前一天。
四、标的展示地点：
淮北市相山经济开发

区， 凤霞路北淮北生物科技
孵化基地院内。
五、拍卖标的：废旧钢材

一批。 （以实际过磅数量为准）
六、竞买手续：有意竞买

者于拍卖前一天上午 11 时
前持：1. 个人有效身份证或
营业执照等原件。 委托他人

竞买的还需提供授权委托书
和代理人的身份证及复印
件， 所有复印件需加盖单位
公章；2. 竞买保证金 5万元
缴至【户名：安徽龙盛拍卖有
限 责 任 公 司 ； 账 号 ：
1330401021000418282；开户
行：徽商银行淮北相山支行】
报名资料费 300元。
咨 询 电 话 ：0561 -

3048800、18905618080、
18156190019
报名地址： 淮北市相山

区帝景大厦 5楼
安徽龙盛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8月22日

淮北市杜集区人民法院
网络拍卖公告

淮北市杜集区人民法院将于 2019 年 9
月 9日在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
网络拍卖。

一、拍卖标的：①淮北市开渠中路 69 号
中国矿业设备博览城 91 栋 206、207、214、
215、216、217、306 号 ， 起拍价 ：348706 元 、
196882 元、196882 元、291699 元、306543 元、
196882元、348706元。

二、拍卖地点: 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sf.
taobao.com

三、报名时间:自公告发出到拍卖开始前。
四、竞买手续：有意竞买者登录 sf.taobao.

com/0560/04,报名竞标并缴纳保证金。
五、 其他事项： 与上述有关的案件当事

人， 担保物权人及其他优先购买权人届时应
参加本次拍卖会，如缺席，则丧失相关权利，
本公告视为送达担保物权人及其他优先购买
权人。

六、 详情请查看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拍卖公告，竞买须知，后续拍卖进展不再另行
通知。

咨询电话：13625612759纪经理
淮北市杜集区人民法院
2019年8月20日

车辆拍卖公告
一、 拍卖标的： 帕萨

特、丰田、雅阁等品牌车辆
12辆。每辆车为一个标的，
每标的竞拍保证金壹万元。

二、拍卖时间、地点：
2019年 8月 30日 8：30在
淮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竞价厅（中拍协网络拍卖平
台）。

三、标的展示：即日起
至拍卖日前，标的所在地。

四、 竞买登记： 请于
2019年 8月 29日 16时前
持：1.有效身份证件或法人

证照原件及复印件；2.每标
的对应竞拍保证金及报名
资料费 100元办理竞买手
续。 3.标的过户涉及、产生
的一切税、费等均由买受人
承担。

联系电话：
18156110733
0561-3885111

公司地址： 市相山北
路 56号（原市物价局）三楼
淮北市金瑞拍卖有限责任

公司

2019年8月22日

声 明

拍卖公告
一、拍卖标的（整体拍卖）：安徽飞亚纺

织有限公司集体宿舍两幢，建筑面积 5004㎡；
职教中心壹幢，建筑面积 4668.3㎡。

二、拍卖时间：2019年 8月 29日（星
期四）9:00

拍卖地点：中拍协网络拍卖品平台
三、拍卖展示：公告之日起至拍卖日

前，标的所在地
四、登记手续：请于 2019 年 8 月 28

日 16:30时前持下列手续办理竞买登记：
1.法人或自然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及复印件）；
2.竞买保证金：RMB伍佰万元（竞买

不成，无息退还）；

3.手续资料费：RMB壹仟元（成交与
否，该费用不退）。

五、特别声明：

1.原承租人有优先购买权；
2.买受人经营范围仅限养老、医疗事

业， 同时安排委托方 50名职工就业及缴
纳相应的社会保险。

户 名：淮北市金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账 号：1305018109022113168
开户行：工行淮北相山西区支行
联系电话：0561-3881918 13615618997
公司地址：淮北市鑫源御品酒店隔壁

淮北市金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8月22日

孟艳玲 34222219840620486X号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刘丽 3406010012003118号就业失业登记证遗失，声明作废。

陈寒冬， 禹延延 0000749号购凤凰城 9栋—1305号房的购

房发票遗失，声明作废。

秦佳琪 I340624620号出生证遗失，声明作废。

朱婧怡 O340080835号出生证遗失，声明作废。

茳茳茳上接第1版
二、 坚持在城乡协调中推进发展转

轨，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 坚持以科学规
划为引领，以基础设施一体化、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为切入点，不断增强区域发展
协同性，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 全域推进
新型城镇化。 编制全域空间统筹规划、
2016-2035年城市总体规划等，结合老城
区功能疏解、 产城融合发展等重点工作，
高标准建设东部新城、 南部次中心等新
区，全面拉开城市框架，有效促进人口集
聚。 加快高铁、道路、航道、港口等城乡基
础设施建设，对内对外交通全面改善。 加
快建设新型智慧城市。在全国较早以 PPP
模式建设新型智慧城市，建成云计算中心
和政务数据中心， 融合 45个部门 6亿余
条业务数据， 促进智慧政务应用快速发
展。 在 2016、2018中国城市大会和 2017
贵阳数博会等全国会议上介绍经验，荣获
2018中国城市治理智慧化优秀奖。大力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 四季榴园、长寿南山等
美丽乡村星罗棋布，农村生产生活环境大
为改观。 粮食生产实现“十五连丰”，共有
国家、 省级示范农民合作社 25个， 濉溪
县、相山区入选全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试点，农业农村活力明显增强。

三、 坚持在绿色发展中推进城市转
向，切实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坚持绿色发
展、生态优先，重构“绿水青山”，孕育“金
山银山”，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
“绿色银行”。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全力推进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
作，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市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2018年优良天数、
PM2.5浓度分别较上年上升 9%、 下降
15.2%；老城区雨污分流工程进展顺利，8
条黑臭水体中 7条已达“初见成效”标准
并通过省复核； 全面完成固体废物专项
检查与整治工作， 土壤环境质量保持稳
定。 大力塑造优美山水生态。 创造“七步

造林法”， 为全市 20万亩石质山披上绿
装，获得安徽唯一的“石质山造林突出贡
献奖”，跻身全国绿化模范城市。 创新实
施采煤塌陷区综合治理工程 18.6万亩，
新增耕地、 建设用地、 养殖水面 16.8万
亩。 持续推进山体修复，打造绿金湖、南
湖等 100平方公里的城区中心湖带，“一
带双城三青山、六湖九河十八湾”城市风
貌更加彰显， 全国生态环境治理和修复
现场会即将在淮北召开。 构建生态环保
长效机制。 在安徽率先成立市环境保护
委员会，建立市级领导包保整改责任制，
加大生态环保在县区、 相关部门考核中
的权重。推深做实河（湖）长制林长制，形
成全民参与、群防群治的良好氛围。

四、坚持在改革开放中推进动力转
换，全面激活发展动力引擎。 淮北市不
断扩大改革开放，以改革破除体制机制
弊端、以开放集聚要素资源，释放更多
有利于转型发展的活力动力。全面深化

重点改革。 稳步实施 28项国家级、20
项省级改革试点工作，多项改革成果在
安徽省乃至全国复制推广，在全省年度
考核中连续三年位居第一。特别是深化
“放管服”改革，集中建成政务服务、金
融服务等六大中心，打造“五分钟”服务
圈；在安徽省率先成立行政审批代理服
务中心，实现“最多跑一次”；建成运行
安徽省首家 24小时自助服务区， 全面
推行“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强力推进
招商引资。 加大精准招商、产业链招商
力度， 近三年累计引进项目 479个，其
中 5亿元以上项目 123个。加快推进园
区转型升级，市开发区更名为“安徽淮
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濉溪铝基复
合材料产业基地先后获批省级战新产
业集聚发展基地、 国家火炬特色基地；
新型煤化工合成材料基地迎来高速增
长期，2018 年产值达 204 亿元， 增长
20%。 强化对外交流合作。 充分发挥四

省交汇区域优势，持续做优新型煤化工
产业发展研讨会、 石榴文化旅游节、食
博会等对外交流合作平台。深入推进区
域交流合作， 与苏鲁豫皖四省 10市共
同签署《淮海经济区协同发展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并将承办 2019年淮海经济
区协同发展座谈会；与沪苏浙等省的 7
市率先成立长三角产业创新城市联盟。

五、坚持在共建共享中增进民生福
祉，努力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从人民
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入手，统筹做好各项保障和改善民生工
作，让转型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
全市人民。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近年来，
民生投入占财政总支出始终保持在
80%以上， 民生工程连续十年处于安徽
省第一方阵。 创新“自改委”“房票”“房
产超市” 等举措推进棚户区改造，40多
万名群众蜗居变安居，被住建部列为先
进典型在全国推广。 以淮海战役“全民

动员全面动员全力支前”精神推进脱贫
攻坚，三年来高质量完成 22个贫困村、
25851人的脱贫任务，在 2018年安徽省
脱贫攻坚工作考核中处于“好”档次。 不
断深化文明创建。 淮北七任市委书记、
八任市长传棒接力， 带领全市人民 22
年持续创建全国文明城市，2017年以全
国第三、安徽省第一的成绩跻身第五届
全国文明城市。 坚持 “创建永远在路
上”，持续打造全域、全程、全体、全面文
明之城，152位市民入选中国好人榜，人
口占比位居全国第一。 努力维护和谐稳
定。 深化大走访大调研、“淮北夜话解民
忧” 活动，2018年安徽省交办案件化解
率 100%，网上信访件受理率、办结率、
群众满意率均居安徽省前列。 创新推行
“一组一会” 党建引领下的乡村善治之
路，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淮北版。 深
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连续十年获
评安徽省综治工作（平安建设）先进市。

新华社兰州 8月 21日电 最近几
年，越来越多的小伙伴们喜欢到沙漠寻
求征服自然的刺激。 但从 1959年开始，
就有一群人已经在沙漠里常驻，探索人
与沙漠的相处之道。这群人就是甘肃省
治沙研究所的科研人员。

60年时间穿梭，这个新中国最早成
立的专业治沙研究机构之一， 从腾格里
沙漠到巴丹吉林沙漠再到毛乌素沙漠，
漫漫风沙线上，写满了他们的治沙故事。

点灯者

新中国成立后，有丝绸之路“黄金
通道”之称的甘肃河西走廊，依旧半壁
黄沙。 1959年 4月，民勤治沙综合试验
站在竺可桢先生的宣布下正式成立，翻
开了新中国治沙科技史上的第一页。

试验站就是几间简陋的帐篷，深扎
在沙井子上。 几支考察队从这里出发，
在腾格里沙漠西部边缘两条 25公里长
的线路上，187个定位点对风沙流的结
构、风蚀、积沙进行着常年观测……

短短四五年时间， 科研人员基本摸
清了风沙流运动的基本规律，梭梭沙丘造
林获得成功，初步的研究成果开始在民勤
以及河西走廊沙区大面积推广应用。

民勤治沙综合试验站科研人员在

总结当地民间“土埋沙丘”和“泥漫沙
丘”固沙法的基础上，首创了黏土沙障
固沙技术。 60年后的今天，黏土沙障压
沙和沙丘梭梭造林，仍是河西走廊及西
北广大沙区最基本的防沙治沙措施。

1980年 3月，民勤治沙综合试验站
升级为甘肃省治沙研究所，甘肃防沙治
沙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研究所先后研发
出新型沙障材料 10多种， 集成和研发
“黏土沙障+梭梭固沙造林技术”等流沙
治理、植被恢复和资源保护利用等关键
技术 40多项， 在我国北方辐射推广面
积 530多万亩， 治理沙害 320多万亩，
保护农田 4620多万亩。

领航者

物竞天择，但从不绝人之路。
你见过沙漠里产的米吗？沙米，一种

比芝麻还小的米， 长在类似于蓬草的植
物上，用大火快煮，香味易发，实属面食
极品，但产量极低。 每到沙米收获季节，
沙漠边缘的人们进入沙漠俯身摘米。 一
日劳作，仅够给孩子嘴里添点零食。

在甘肃治沙研究所几代人的研发
下，而今，沙米种植成为产业，各种产品
摆上商店柜台，远销全国。

你见过沙漠里长松树吗？在民勤以
及河西走廊沙漠农田边缘、 道路两旁，
栽植有一排排、 一行行整齐的松树，这

就是樟子松。
每年的三四月是一年当中沙尘暴

的多发季节，也是最需要抗沙植物发挥
作用的时候。但这时候沙漠植物新的枝
叶还没有长出来。为找到一种既适应干
旱风沙环境，又在冬春季节不落叶的防
御风沙植物，经过筛选，甘肃治沙研究
所的科研人员把目光落到了樟子松上。
经过几代驯化、育苗、呵护，终于使樟子
松在沙漠种植获得成功。

从此，沙漠的冬天有了绿色。
治沙要形成社会合力， 人的付出和

沙漠的产出必须相得益彰。到目前，仅民
勤县就有集体、个体沙生植物苗圃 40多
家，年产梭梭、毛条、樟子松等苗木 2000
万株，沙生植物种子 8000公斤。 樟子松
育苗成功， 给沙生植物种苗产业注入了
新的活力。目前，沙生植物种苗产业已成
为产业发展中的一支“成长股”。

沙葱、文冠果、黑果枸杞、中麻黄、
中华钙果……一种种沙漠奇珍变成沙
农的致富宝贝，进而变成当地的致富产
业，人沙和谐的治沙理念借着这些产业
的推广化为社会自觉行动。

播火者

“麦草入沙 10 厘米，草扎直立，露
出 20-30厘米，横竖成行，间距 1米。 ”
在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纳米比亚学员埃

利娜在研究所科研人员的指导下，一边
复述着技术要领，一边熟练地使用铁锨
在沙地上开槽、覆草，半个小时后，一片
草方格沙障就初具规模。

2018年 7月 30日起， 埃利娜与来
自埃及、 博茨瓦纳等国家的其他 11名
学员一起，参加由甘肃省治沙研究所承
办的 2018发展中国家荒漠化防治和生
态修复技术培训班，学习先进的中国治
沙经验和技术。

走出去，讲好中国治沙故事，是甘肃
省治沙研究所一直履行的使命。甘肃省治
沙研究所所长徐先英说， 中国的治沙，既
有援外，也有外援，一直都是互有借鉴。

近年来， 甘肃省治沙研究所与 76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进行科技交流，与
130 多家国内科研院所和大学开展合
作研究；600多位国外专家、 官员来甘
肃考察学习，30位专家出国交流；执行
了 38个国际科技合作项目，举办 43期
国际培训班，将中国治沙技术推向了世
界。

20多年来，甘肃省治沙研究所为发
展中国家举办了 44期沙漠治理、防护林
建设、 生态恢复及产业发展技术国际培
训班，共有 105个国家的 1200多名学员
参加了培训，与 40多个国家的科研院所
建立了长期的交流与合作关系， 使中国
的治沙技术成果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

来，看看这份用 60年写成的治沙简历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国
家基本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和生
育保险药品目录》 常规准入部分
的药品名单 20日挂网发布。 与此
同时，通过专家评审和投票遴选，
初步确定 128个药品纳入拟谈判
准入范围， 谈判成功的将被纳入
目录。

纳入拟谈判准入范围的 128
个药品包括 109个西药和 19个中
成药，治疗领域主要涉及癌症、罕
见病等重大疾病、丙肝、乙肝以及
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等。 许多
产品都是近几年国家药监局批准
的新药， 也包括国内重大创新药
品。

根据 《2019年国家医保药品
目录调整工作方案》，调入分为常
规准入和谈判准入两种方式，在
满足有效性、安全性等前提下，价
格（费用）与药品目录内现有品种
相当或较低的， 可以通过常规方
式纳入目录； 价格较高或对医保

基金影响较大的专利独家药品应
当通过谈判方式准入。

2017 年和 2018 年， 医保部
门通过谈判方式在医保药品目
录中分别纳入了 36个和 17个药
品，包括了利拉鲁肽、曲妥珠单
抗、来那度胺、奥西替尼等，对于
提高参保人员用药保障水平、保
证基金平稳运行发挥了重要作
用。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
司长熊先军表示，下一步，将按程
序征求拟谈判药品企业意愿，组
织企业按要求提供材料， 由测算
专家进行药物经济学和基金承受
能力评估，确定谈判底线，由谈判
专家与企业谈判， 形成双方认可
的全国统一的支付标准后， 按程
序纳入目录范围， 以确保基金安
全。

对于 2017年谈判准入的、协
议将于 2019年底到期且目前尚无
仿制药上市的 31个药品的续约谈
判，将与 128个拟谈判药品的准入
谈判同步进行。

128个药品被纳入
医保目录拟谈判准入范围

8月20日，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裴

艳玲艺术传承基地”的老师在培训孩子们

表演京剧。

暑假期间，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裴

艳玲艺术传承基地”———梨园小院开设京

剧培训班，免费教授孩子们京剧表演艺术，

同时借助基地平台为中外游客演出，锻炼

孩子们的表演技能，传承戏曲艺术。

■摄影 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

梨园小院暑假忙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针对
美方拟向台湾出售武器，外交部发
言人耿爽 21日说， 中方将采取一
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包括对
参与此次售台武器的美国公司实
施制裁。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
问，北京时间 8月 21日，美国国防
部正式通知国会，美方拟向台湾出
售总价约 80亿美元的 66架 F-16
先进战机及相关设备和支持。中方
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美国向台湾出售武
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
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

是“八·一七”公报规定，严重干
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国主权和
安全利益。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和抗
议。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维护自身利益， 包括对参与此
次售台武器的美国公司实施制
裁。

“必须指出，台湾问题事关中
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涉及中国核
心利益。 中方维护自身主权、统一
和安全的决心坚定不移。 ” 耿爽
说， 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
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立即撤销上述对台军售计划，停
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 否
则， 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必须完
全由美方承担。

外交部：中方将对参与售台
武器的美国公司实施制裁

■记者 马卓言

■新华社记者 马维坤 姜伟超

■记者 张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