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1 年 4 月 16 日上午 9 时
30分在本公司会议室面向社会公开拍卖下列标的物：

一、拍卖标的：
1.鸡蛋面 2720 筒（500 克/筒），其中 500 筒（生产日期：2020

年 12 月 16 日）、180 筒（生产日期：2020 年 12 月 27 日）、2040 筒
（生产日期：2021 年 1 月 2 日），生产厂家：安徽省蒙城县恒瑞面
粉有限公司，保质期 12个月。

2.冷冻去骨牛霖 7.5 公斤（生产日期：2019 年 12 月 16 日）、
冷冻牛肉骨头牛窝骨 70 公斤（生产日期：2020 年 8—9 月，保质
期两年），生产国家：乌拉圭。

3.冷冻去骨牛肉肩胛肉 53.5 公斤（生产日期：2020 年 10 月
16日），生产国家：巴西。

4.冷冻去骨牛腩连体 23.12 公斤（生产日期：2020 年 9 月 17
日，保质期两年），生产国家：阿根廷。

5.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大众”“奥迪”摇臂 28 箱（112
个）、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上海汇众桑塔纳下摇臂 431 箱

拍卖公告
（862个）。

以上标的数量、品质均以实物现状为准。先整体后拆分进行
拍卖（详细清单请来我公司索取）。

二、拍卖方式：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
三、咨询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即可勘察、展示。
展示地点：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内。
四、竞买报名：有意者请于 2021年 4月 13日下午 4时前，携带有

关证件来我公司咨询、看样，并办理参拍手续（报名时交报名资料
费 100元）。

五、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5000元（整体），人民币 1000元（单项），
现金缴纳或汇至以下账户：

户名：安徽省通正拍卖有限公司
账号：1310001709024903119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黄山世纪广场支行
联系电话：0559-2310758、13905590063（孙经理）
公司地址：黄山市屯溪区屯光大道 9号房管大楼 6005室

安徽省通正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 4月 8日

天都国际饭店党支部

高质量开启党史学习教育
近日，天都国际饭店党支部

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部署会暨
第一季度支部书记上党课，支部
全体党员、“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参学人员、饭店中层管理人员、入
党积极分子、团委委员 30 余人参
加。

动员紧扣“学”。支部书记紧
紧围绕《以正确的党史观投身学
习教育 推动饭店转型发展》上了
一堂精彩的专题党课，系统梳理
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
程和饭店开业 11 年以来的砥砺前
行，进一步明确饭店未来发展思
路、方向、举措，奋力谱写高质量
发展新篇章。

动员紧扣“悟”。支部认真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宣
传贯彻上级党史学习教育文件精
神及要求，全面领悟党史学习教
育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全

体党员深刻领悟党史学习教育重
大意义，在学习教育中提高实践
能力，立足实际、守正创新。

动员紧扣“实”。支部认真组
织开展“一次党史读抄活动、一次
图片教育展、一次专题报告会、一
次主题诵读活动”等“十个一”活
动 ，丰 富 学 习 形 式 ，做 到 融 会 贯
通，让党史学习教育“深下去”“热
起来”“活起来”，确保党史学习教
育走深走实。

动员紧扣“新”。支部注重方
法创新，突出工作重点，深入谋划

“自选动作”，凝聚青年力量，团支
部高举团旗积极开展“学党史、强
信念、跟党走”学习教育，在学深
悟透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党史学
习教育中汲取前进力量，主动担
责、认真尽责，为集团公司和饭店

“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打好坚
实思想基础。

·叶 秀·

【为防控疫情，仅限报名人佩戴口罩参加拍卖会。】
受屯溪区国有资产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委托，2021年 4月 16

日上午 10时，在本公司拍卖厅拍卖下述标的：
一、拍卖标的：
屯溪区国有资产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屯溪区黄

山九龙低碳经济园区九龙大道 9 号九龙园区 11-1 地块内壹幢
工业厂房和壹幢配电房内的设备设施及其配套的厂房和配电
房拆除权。包括厂房内 24 项设备设施，壹幢钢结构工业厂房
和壹幢混合结构配电房共约 6663.07㎡的拆除。详见清单。起
拍价 34.62万元。竞买保证金 7万元。

二、拍卖方式：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
三、咨询与展示：即日起咨询展示。看样联系人：吴先生

13965524883。
四、竞买报名：竞买人须具有房屋（或建筑物）拆除（拆迁）

公司营业执照，并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三级以上

拍卖公告
资质。不接受企业联合体报名。

请符合条件的竞买人自公告之日起至 4 月 15 日下午 5 时整，携
带以下资料到嘉泰拍卖公司办理竞买报名手续。

1.汇款凭证（保证金以实际到账为准）。2.营业执照、建筑业
企业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原件以及加盖公章的复印
件。3.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并由法人代表签字的法
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原件。4.受托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5.公司
公章。

竞买保证金由报名企业转入以下账户：
户名：黄山嘉泰拍卖有限公司
账号：34001698608059590578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黄山市分行营业部
另交报名资料费 50元。
拍卖公司地址：屯溪区南滨江东路 8 号新城时代大厦 B228

室。电话：0559—2321600，13155590578。公众号：HSJTPM。

黄山嘉泰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 4月 9日

吉安市青原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祁门县农村道路
畅通工程（老村道加宽）红旗路 A 段、B 段项目工程已经全面
竣工验收，我公司现承诺无拖欠农民工工资、材料款、机械设
备租赁费、工程款、维修费等任何款项及债务。凡与我公司
就本工程项目存在业务往来及债权债务的单位或个人，认为
有遗漏或未结清款项等事宜，请于本声明登报之日起 30天内
与我公司联系、登记、结算处理完毕，逾期则视为自动放弃权
利。公司联系人：肖文毅 18807969839，地址：江西省吉安市
青原区青原大道 555号金鑫未来港南二栋 16楼。

特此声明
吉安市青原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 2月 8日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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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柳村的“幸福家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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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月 8日电（记者王立
彬 申铖）修订后的《粮食流通管理条
例》将自 2021 年 4 月 15 日起施行，“粮
食安全党政同责”第一次在行政法规中
得以明确规定。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黄
炜 8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
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粮食流通是
连接粮食生产和消费的重要工作。近
几年我国每年生产粮食超过 1.3 万亿
斤，其中 70%进入流通环节，超过 9200
亿斤。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有效的

粮 食 流 通 ，就 不 会 有 真 正 的 粮 食 安
全。修订的条例按照党中央“粮食安全
要实行党政同责，‘米袋子’省长要负
责，书记也要负责”的最新要求，在全
面总结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做法经验
的基础上，第一次在行政法规中明确
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当落实粮食
安全党政同责，完善粮食安全省长责
任制，承担保障本行政区域粮食安全
的主体责任。同时，对有关职能部门粮
食流通监管职责作出了进一步明确和
细化。

与此同时，条例落实国务院“放管
服”改革要求，取消了粮食收购资格行
政许可，强化了粮食流通事中事后的监
管措施，专门建立起粮食流通信用监管
制度，强化了监督检查的职责和手段，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实现粮食流通
的有效监管建构起了新的模式；系统完
善了粮食流通各类主体在政策性粮食
管理、粮食流通经营行为规范、粮食质
量安全、粮食节约和减损等方面的权利
义务规范，细化规定了粮食流通的禁止
性行为，补上了粮食流通管理的制度短

板；适应粮食流通法律治理的新要求，
按照放松管制、加强监管的法治理念和
要求，通过定额、倍数等不同罚则的设
定，全面强化对粮食流通违法违规行为
的法律责任追究，进一步提升违法成
本、加大处罚力度。

黄炜说，条例健全完善了粮食流通
管理的制度框架，全面充实了粮食流通
管理的制度内容，是对粮食流通治理经
验的全面总结，是对粮食流通监管政策
的全面反映，标志着粮食流通进入了全
面依法治理的新阶段。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首次进入我国法规

新华社北京 4月 8日电（记者邹多
为 安蓓）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再迎政
策红利。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 8日
发布《关于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放
宽市场准入若干特别措施的意见》，以
海南作为全国放宽市场准入试点先手
棋，推出 22条特别措施。

“特别措施的特别之处在于为海南
自贸港建设量身打造。”国家发展改革
委体改司司长徐善长说，是对海南乃至
全国市场准入政策机制的突破性探索，

是一项全新的制度安排。
特 别 措 施 包 含 五 大 领 域 共 22 条

——
医疗领域，开展互联网处方药销

售、支持海南国产化高端医疗装备创新
发展、加大对药品市场准入支持、全面
放宽合同研究组织（CRO）准入限制、支
持海南高端医美产业发展、优化移植科
学全领域准入和发展环境、设立海南医
疗健康产业发展混改基金。

金融领域，支持金融业在海南发

展、开展支持农业全产业链发展试点。
文化领域，支持建设海南国际文物

艺术品交易中心、鼓励文化演艺产业发
展、鼓励网络游戏产业发展、放宽文物
行业领域准入。

教育领域，鼓励高校科研成果市场
化落地海南、支持国内知名高校在海南
建立国际学院、鼓励海南大力发展职业
教育。

其他领域，优化海南商业航天领域
市场准入环境、放宽民用航空业准入、

放宽体育市场准入、放宽海南种业市场
准入、支持海南统一布局新能源汽车充
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开展乡村旅
游和休闲农业创新发展试点。

一些条目对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在全国率先破局相关领域改革，尤其具
有突破性意义。徐善长说，特别是在网
售处方药、商业航天、新能源基础设施
等领域的开拓性探索，有望重构行业准
入与监管机制。

特别措施是进一步缩减全国版市
场准入负面清单的重要探索。以试点
先行破除“准入不准营”等隐性壁垒，探
索兼具放宽准入与完善监管的改革模
式，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
合。据了解，下一步我国还将围绕国家
重大战略部署，加快推动深圳、横琴等
特别措施的制定出台。

首个市场准入特别措施发布！

22 项举措海南自贸港先行先试

4 月 8 日，中铁十一局三公司建设者
在湖北省黄梅县孔垄北站安九高铁铺轨
现场进行作业（无人机照片）。

当日，在湖北省黄梅县孔垄北站施
工现场，中铁十一局施工人员开始进行
安九高铁湖北段长轨铺设，标志着安九
高铁湖北段进入铺轨阶段。安九高铁

（安徽安庆至江西九江）正线全长 198.3
公里，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
横”高速铁路主要通道京港（台）通道的
重要组成部分，设计时速 350公里。

新华社记者 杜华举 摄

安九高铁湖北段开始铺轨

新华社北京 4月 8日电（记者彭韵
佳）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深
化医改，增强职工基本医保互助共济保
障功能，将更多门诊费用纳入医保报
销，进一步减轻患者负担。

当前，我国已经建立了世界上规模
最大、惠及十多亿人的基本医保网。近
年来，新一轮医改将涉及众多患者的高
血压、糖尿病等门诊慢特病纳入医保报
销，这对减轻群众就医负担、缓解看病
贵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为进一步减轻患者负担，会议提出
逐步将部分对健康损害大、费用负担重
的门诊慢特病和多发病、常见病普通门
诊费用纳入统筹基金支付。政策范围
内支付比例从 50%起步，适当向退休人
员倾斜，逐步提高保障水平。

此外，会议明确将改进个人账户计入
办法。在职职工个人缴费仍计入本人个
人账户，单位缴费全部计入统筹基金；退
休人员个人账户由统筹基金按定额划入，

划入额度逐步调整到统筹地区实施此项
改革当年基本养老金平均水平的2%左右。

在改进个人账户计入办法的同时，
会议提出要拓宽个人账户使用范围，允
许家庭成员共济，可用于支付在定点医
疗机构就医，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
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发生的由个
人负担费用，探索用于家属参加城乡居
民基本医保等个人缴费。

国家医保局表示，门诊共济保障机
制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重大改
革，通过调整基金结构放大保障效能，
补齐门诊保障短板，让更多职工受益。
并要同步推进建立普通门诊统筹和改
革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两项工作，统筹联
动、平稳过渡，确保群众受益。

专家表示，健全门诊共济保障将进
一步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同时也
将推动个人就医行为的改变，持续激励
基层提升慢特病治疗和健康管理的水
平，更好地保障人民健康。

我国将更多门诊费用纳入医保报销

（上接第一版）全党要弘扬脱贫攻坚精神，乘势而
上，接续奋斗，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

全国东西部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工作推
进会 8日在宁夏银川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
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
理胡春华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新发
展阶段坚持和完善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
重大意义，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抓紧推进东西
部协作结对关系调整，确保帮扶工作和干部队伍

平稳过渡。要加快探索协作帮扶方式，着力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产业转移，强化市场合
作，提升社会事业发展水平，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中央单位要继续做好干部选派、资金支持、产业就
业帮扶等工作，支持定点帮扶县加快发展。

会上举行了东西部协作签约仪式，通报了东
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北京、江苏、福
建、广东、贵州、甘肃有关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

承担东西部协作帮扶任务的有关省区市、中央
单位定点帮扶牵头部门负责同志，中央农办、农业农
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适应形势任务变化 弘扬脱贫攻坚精神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新华社北京 4月 8日电（记者刘夏
村）记者日前从应急管理部获悉，自全
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开展以
来，截至去年底，全国各地共排查安全
隐患 1462.8 万处，整改率 90.7%，其中
整改重大隐患 1.02万处。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全国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从 2020年
4 月至 2022 年 12 月，分动员部署、排查
整治、集中攻坚、巩固提升四个阶段进
行，今年进入集中攻坚阶段，抓住重点
难点问题发力攻坚。

这位负责人表示，一年以来，各地
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深入开展安全生
产专项整治，取得积极进展和明显成
效。今年以来，全国安全生产形势总体
稳定，但近期涉险事故和较大事故时有
发生，安全生产仍处于爬坡过坎期，必

须要大力防范化解冲击安全底线的突
出问题。

这位负责人进一步表示，按照《全
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安
排，在集中攻坚阶段，将针对重点难点
问题，通过现场推进会、“开小灶”、推广
有关地方和标杆企业的经验等措施，加
大专项整治攻坚力度，落实和完善治理
措施，推动建立健全公共安全隐患排查
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使整治工作取得
明显成效。

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进入集中攻坚阶段

新华社西宁 4 月 8 日电（记 者 王
浡）初春的柴达木盆地还有丝丝凉意，
村口的几棵红柳已经冒出绿芽。在青
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
郭勒木德镇红柳村的广场上，村里的

“幸福家宴”即将开席。
“饭快好了，大家快来吃吧！”随着

村妇联主任铁春梅的一声吆喝，在广场
上三三两两聊天的村民全都过来围坐
一起，有说有笑地吃起面来。

“今天吃的是臊子面，还有 4 个凉
菜。大家一起吃就是香！”村民杨发全
端着碗，边吃边说，“肉和菜都是咱们合
作社自己出产的纯天然绿色食品。”

年近花甲的包天顺说：“我每周都
来吃，平时在家里只吃一碗饭，在这里
能吃两碗呢，和朋友、邻居一起聊聊天，
心情好了，饭量自然就上去了。”

每周一次，免费品尝。村民自己动
手，合作社提供食材，红柳村的“幸福家
宴”已经连续办了 3年多。

“我们村是个 2013 年才成立的移
民搬迁村，刚搬来时环境脏乱，邻里陌
生，年轻人都想往外跑。这几年依托党

的好政策，我们村成立了合作社，不仅
脱了贫，还逐年增收，过上了好日子。”
红柳村党支部书记李国善介绍。

村民富起来了，村里却有了新问
题。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务工，
村里的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也越来越
多，为了能让留守老少感受到家庭气
氛，村里办起了“幸福家宴”。

“开始主要是老人和孩子来吃，算
是一桌‘孝老爱亲宴’。到后来，村民们
在饭桌上相互交流，互帮互助，这桌宴
就成了‘邻里互助宴’。”忙着招呼大家
的铁春梅说。

村民李秀山身患残疾，日常生活不
太方便，大伙儿在饭桌上一合计，轮流
去她家帮忙。“乡亲们来我家帮我干些
我干不了的重活，就跟一家人一样，可
亲切了。”李秀山说。

李国善看着大家都吃完了才端起
饭碗。对于“幸福家宴”的未来，李国善
有新的打算，“我们准备把每周末一次
的‘幸福家宴’，扩展到每天的中午和晚
上，让全村上学的学生和 60 岁以上的
老人，每天都能吃上热乎乎的饭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