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上期）
第五章 处 罚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除责令其纠正违法行
为、采取补救措施外，可以并处警告、罚
款、没收非法所得；对有关责任人员，由
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
处分；构成犯罪的，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一）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
阻碍行洪物体的；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
或者高杆植物的；修建围堤、阻水渠道、
阻水道路的；

（二）在堤防、护堤地建房、放牧、开
渠、打井、挖窖、葬坟、晒粮、存放物料、开
采地下资源、进行考古发掘以及开展集

市贸易活动的；
（三）未经批准或者不按照国家规定

的防洪标准、工程安全标准整治河道或
者修建水工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的；

（四）未经批准或者不按照河道主管
机关的规定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取
土、淘金、弃置砂石或者淤泥、爆破、钻
探、挖筑鱼塘的；

（五）未经批准在河道滩地存放物
料、修建厂房或者其他建筑设施，以及开
采地下资源或者进行考古发掘的；

（六）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
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围垦河流
的；

（七）擅自砍伐护堤护岸林木的；
（八）汛期违反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规

定或者指令的。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除责令纠正违法行
为、赔偿损失、采取补救措施外，可以并
处警告、罚款；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的，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
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
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损毁堤防、护岸、闸坝、水工程
建筑物，损毁防汛设施、水文监测和测量
设施、河岸地质监测设施以及通信照明
等设施；

（二）在堤防安全保护区内进行打
井、钻探、爆破、挖筑鱼塘、采石、取土等
危害堤防安全活动的；

（三）非管理人员操作河道上的涵闸

闸门或者干扰河道管理单位正常工作
的。

第二十七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工
作人员玩忽职守或滥用职权、营私舞弊
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
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
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

施行，有效期至2022年7月1日止。
（完）

仙桃市河道管理实施办法

注销公告
仙桃市志坚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经股东会决定，对合作

社 予 以 注 销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3429004MA4CWTAH1N，同时成立清算领导小组，请有
关债权人在公告期45日内向清算小组申报登记债权，说明
债权的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

特此公告
仙桃市志坚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2019年3月26日

仙桃市村旮旯家庭农场遗失开户许
可 证 和 财 务 印 章 ，核 准 号 ：
J5371001208501。特声明作费。

仙桃市盈嘉穗种养殖家庭农场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9004MA493QB0X0。特声明作废。

昌登早遗失位于仙桃市沙嘴办事
处十一墩村四组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地

号：440，面积：101.60平方米，登记日期：
1992 年农村三结合。四至：东至空地；
南至，路；西至空地，北至路。特声明作
废。

湖南达诚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岳开国
税两张外管证，证号：（2016）452号、（2016）
636号，税号：91430600MA4L480U24。特
声明作废。

罗先菊遗失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
证号：42118119680921360X，纳税人流水
号：000000003068586。特声明作废。

仙桃市思慕主题酒店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9004MA491HTRXW。 特 声 明 作
废。

杨洋遗失位于仙桃市龙华山办事处

黄荆村（仙桃大道东段17#）和合国际城
5号楼幢1单元20层2002号的房屋所有
权证，证号：仙桃市房权证龙华山字第
ZSF201403713 号，建筑面积：93.11 平方
米。特声明作废。

仙桃市胜普五金电器商行遗失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5371000496702，编号：
521001473651。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关于机房升级改造停机公告
按照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要求，市人社局信息中心

机房拟停机升级改造，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2019年3月31日20:00 —— 2019年4月5日8:00，

社保综合服务大厅、就业局服务大厅暂停业务办理，只接受
咨询服务。

人社局联系电话：0728-3233328
二、2019年3月31日20:00——2019年4月5日8:00，市

医保局服务大厅及各镇办医保服务中心仅受理政策咨询和
电话报诊业务，定点医药机构结算系统暂停运行（本地和异
地入院登记、出院结算，门诊及药店购药等业务）。

医疗保障局联系电话：0728-3266799 0728-3266831
三、2019年4月5日8:00恢复所有业务办理。
因系统升级改造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仙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仙桃市医疗保障局
2019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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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海椰风，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拉
开了帷幕，全球政商学界代表再度聚首海南，
调整好表针方位，即刻进入“博鳌时间”。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
大！”去年仲春时节，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
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宣示。

一诺千金。随着一项项对外开放政策接
连推出，一条更加宽畅的开放之路延展向四
面八方。处在新的历史方位的中国正沿着开
放大道勇毅笃行，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更
好地与亚洲和全球互利共赢。

言必信行必果 开放大道上驰而不息
东屿岛上，临海而立，时代大潮浩浩荡荡

奔流而来。
博鳌，浪花拍岸。“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顺

应了中国人民要发展、要创新、要美好生活的
历史要求，契合了世界各国人民要发展、要合
作、要和平生活的时代潮流。中国改革开放
必然成功，也一定能够成功！”

习近平主席一年前的演讲声犹在耳畔，
宣示了新时代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坚定决
心，也为世界发展注入了中国信心。

中国，风潮正劲。一年的时间，一系列对
外开放重大举措陆续落地，涵盖放宽市场准
入、改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
扩大进口等多个方面。

“刚刚通过的外商投资法给外资提供了
政府采购的平等机会。”才结束埃及之行又马
不停蹄赶来博鳌的王磊兴奋地说。作为跨国
制药企业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他对外
商投资法格外关心。

一年来，金融领域诞生了诸多“第一个”：
第一个合资银行卡清算机构、第一个外资控
股证券公司、第一个外资控股保险公司……

一年来，汽车制造等产业进一步向外资
敞开大门，宝马、特斯拉、大众等纷纷拥抱中
国市场。在全球跨境投资大幅下滑的背景
下，中国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去年更是创下
引资规模历史新高。

一年来，我国出台了新版外商投资准入
负面清单，外资限制性措施缩减了近1/4。出
台外商投资法，加大对外商投资的促进和保
护力度。

一年来，中国新设海南自贸区，升级扩容
上海、广东等自贸区，并提出探索建设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目前，中国已与20多个国家
和地区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中国用 100 多项重要改革举措，践行着
对世界的诺言，向世界展示了全面加速对外
开放的全新姿态，也推动自身经济更好地实
现高质量发展--

中国关税总水平由9.8%降至7.5%；新设
外资企业增长近70%；货物贸易总额超30万
亿元，服务贸易增长11.5%；消费对中国经济
增长贡献率升至76.2%……

对外开放阔步前行，中国市场也随之焕
发出新的活力。“中国进一步向外资敞开大
门，由此带来的‘鲶鱼效应’将促进国内企业
在与外资企业同台竞争中加速转型升级。”在
可以预见的激烈竞争面前，哈尔滨九洲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寅显得干劲十足。

中国声音在世界回响 开放共赢成全球共识
只有在历史规律中方能看清大势。去年

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主席从和平合作、
开放融通、变革创新等方面对世界大势作出
了清晰的判断：

“只有坚持和平发展、携手合作，才能真
正实现共赢、多赢。”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开放带
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

“谁排斥变革，谁拒绝创新，谁就会落后
于时代，谁就会被历史淘汰。”

一年后，这些精准“把脉”得以印证，中国
的对外开放为自身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
力，更将发展成果惠及世界。

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6%，总
量突破90万亿元。中国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
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连续多年超过30%。

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的评
价，中国扩大开放“为当今世界增加了确定性
和希望”。

首届进博会的共襄盛举，掷地有声地回
答了时代之问。面向未来，中国正着力推动
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
共赢的方向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证明，越是对外开
放，越能合作共赢。”新加坡隆道研究院总裁
许振义认为，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红利不仅
使中国民众受益，也带动了世界经济。

2018 年 6 月，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小
岗村迎来了一批远道而来的客人——他们是
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的学员。他们
此行的目的是感受中国改革发展的历程，寻
找中国实现发展的“钥匙”。

“中国在改革开放、减贫和经济发展方面
取得的成就令人十分钦佩。我想将这里学习
到的成功经验，结合塞内加尔的国情，找到适
合我们的发展道路。”来自塞内加尔的阿卜杜
拉耶·恩迪亚耶说。他表示，中国的对外开放
是全方位的，既有互惠合作，也有经验分享，
让广大发展中国家大为受益。

开放共赢理念正在逐步成为全球共识。
一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表达了希望同中国

加强互利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推动全球
化进程的意愿：

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上，成员国领导
人签署、见证了 23 份合作文件，达成了一系
列重要共识，展现出扩大务实合作、实现共同
发展的决心。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非洲领导人
表示愿做中国可信赖的朋友和伙伴，向世界
传递了中非携手并进的强烈信号。

2018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5 周年之
际，又有 67 个国家同中国签署了合作文件。
目前，已有超过 150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
国签署了合作文件。

……
“世界因共同而美好”，今年博鳌亚洲论

坛年会的宣传片反复播放着这句话。在共同
的挑战面前，世界应该有共同的目标。越来
越多国家和中国一道，选择开放共赢，共同行
动以谋求共同发展。

面对新挑战勇毅笃行
各方期待互利共赢的“博鳌声音”

虽已走过万水千山，仍需不断跋山涉
水。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
大调整，全球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
很多。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相通则共进，相闭则
各退。

当前，全球都面临经济复苏、数据革命、
科技引领等共性问题。本届博鳌论坛年会主
题为“共同命运、共同行动、共同发展”，各界
期待与会精英聚焦共性问题，提出“博鳌方
案”，缓解难题、共克时艰。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表示，全球化
和自由贸易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多边主

义、对话合作是大多数国家的愿望，开放、创新
是世界经济和全球化持续前行的不二选择。

“身处一家科技企业，我认为无论是实现
中国的高质量发展，还是亚洲乃至世界经济
的持续繁荣，数字科技将是一个最重要的手
段和路径。”又一次来到博鳌寻求思想碰撞的
京东数字科技集团CEO陈生强，带来了自己
的思考。他认为，用数字科技去服务实体经
济，不应该仅限于服务业，还要把制造业、农
业纳入进来，让一二三产业都能够实现从信
息化向数字化迭代。

今年，“科技创新”正是年会的关键词之
一，陈生强所提出的观点可以在年会众多议
题中得到充分探讨。在与会嘉宾的观点交锋
中，大数据、人工智能、分享经济、海洋经济、
5G与物联网等领域如何驱动经济增长，或将
日渐明晰。

与此同时，另一个关键词“开放”，也将被
频繁提及。李保东介绍，在开放型世界经济
板块，世界经济展望、服务业开放、WTO 改
革、跨境电商、自贸区与自由港等议题紧扣时
下热点，并会发出有价值的“博鳌声音”。

从名不见经传的渔业小镇，到如今国际
范儿十足的永久会址，博鳌的巨变正是“开
放”和“创新”的缩影。走过 18 载风云激荡，
这两个关键词已经深深烙印在博鳌的每一步
变迁中。

面向未来，开放、创新既是中国进一步深
化改革的重点，也是亚洲与世界应对结构性
改革挑战的关键。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在新起点上，本届
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将奏响新时代改革开放的
强音，为全球共赢发展贡献更大的智慧和力
量。

（新华网）

沿着开放大道勇毅笃行 共同行动造福世界人民
——写在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会开幕之际

注：具体规划条件以规划条件通知书为
准，土地面积以实测为准。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具备以下条件
的法人（除法律、行政法规和本次拍卖文件另
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须单独
申请，不接受联合申请。

竞买人在本市不存在欠缴土地出让金、
闲置土地、囤地炒地、不履行土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情形。仙地[2018]88、94、95号竞买人必
须具备二级及以上房地产开发资质，开发业
绩单个项目不少于15万方，且在开发行业无
不良记录。竞得入选人的开发资质由仙桃市
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在拍卖结束后，进行资格

后审、调查核实并出具核实意见。仙桃市土
地交易中心凭仙桃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出具
的核实意见和拍卖结束后签订的《竞得入选
人确认书》与竞得入选人签订《成交确认
书》。资格后审时发现竞得入选人不具备以
上条件的，竞得入选人所交纳竞买保证金的
20%将由出让人没收，其竞拍结果无效。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
采用增价拍卖的方式，按照价高者得的规则
确定竞得入选人。出让地块设有底价，不达
底价不得成交。

四、本次拍卖出让采取网上报名、现场竞
拍模式，因仙桃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未

开发网上拍卖出让模块，网上报名延用该系
统挂牌出让模块，仅使用申购和交纳竞买保
证金功能。系统中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公告信息”栏目中的“公告截止时间、挂牌
起始时间、挂牌截止时间”及“查看资源详细
信息”栏目中“报价开始时间”均无效，具体时
间要求以拍卖公告和拍卖须知为准。此次拍
卖不接受现场报名，网上不接受报价且报价
无效。拍卖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拍卖
出让须知。竞买人可在 2019 年 3 月 27 日至
2019年4月15日登录仙桃市国土资源网上交
易系统（www.xtgtjy.com）,下载本次拍卖出让
宗地的相关资料及文件。

五、竞买人必须持北京数字证书认证中
心办理的企业数字证书及电子签章，登录仙
桃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参与报名和交纳
竞买保证金。

六、竞买人必须提出竞买申请，并且交纳
竞买保证金，获得竞买资格才可以成为有效
竞买人。竞买申请人可以在2019年3月27日
9时至2019年4月15日17时登录网上交易系
统，提交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

七、资格确认和拍卖时间地点
资格确认时间：2019 年 4 月 16 日上午 8:

30-12：00
拍卖时间：2019年4月16日下午3时；
资格确认及拍卖地点：仙桃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仙桃市汉江路 59 号，干河派出所
北侧）

八、竞买保证金指定银行账户
收款人全称：仙桃市财政局国土资源交

易保证金专户
收款人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仙桃支行

营业部
收款人帐号：系统随机产生的19位帐号
九、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自公告之日起拍卖宗地在其所在地公

开进行展示，出让人不集中组织对拍卖宗地
进行现场踏勘，意向竞买者可自行现场踏
勘。

2.本次拍卖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将在有
关媒体刊登补充公告，届时以补充公告为
准。拍卖具体事宜以拍卖出让文件的文本内
容为准。

十、联系方式
1、土地交易业务
联系人：仙桃市土地交易中心 韩泽民
联系电话：0728-3339292
2、网上技术服务
联系人：
武汉信天行软件有限公司 陈龙辉
联系电话：
027-87738199（请在工作日拨打）
3、网上竞买保证金支付服务
联系人：
中国工商银行仙桃支行营业部 魏艳丽
联系电话：
0728-3319777 0728-3319748

仙桃市土地交易中心
2019年3月26日

地块编号

仙地[2018]
88号

仙地[2018]
94号

仙地[2018]
95号

仙地[2018]
99号

土地位置

丝宝路东侧、
桃源大道南侧
纺织大道东侧，
仙桃职院北侧
纺织大道东侧，
仙桃职院北侧

彭场镇禾丰村

出让面积
（㎡）

24425.33

40173.46

41344.52

18133.36

土地
用途
商服
住宅
商服
住宅
商服
住宅

住宅

出让
年限

40/70

40/70

40/70

70

容积率

≤3.0且>
1.0

≤2.8且>
1.0

≤2.8且>
1.0

≤2.6且>
1.0

建筑
密度

≤35%

≤25%

≤25%

≤35%

绿地率

≥25%

≥35%

≥35%

≥30%

起拍价
（万元）

11725

17772

18292

1415

增价幅度
（万元）

50

50

50

2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1725

17772

18292

1415

仙桃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仙土公字[2019]6号

根 据《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土 地 管 理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

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规定》及相关法律的规定，经仙桃

市人民政府批准，仙桃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 局 决 定 以 拍 卖 方 式 公 开 出 让 仙 地

[2018]88 号 等 四 宗 土 地 的 国 有 建 设 用 地
使用权。本次出让活动由仙桃市土地交

易中心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