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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车辆 （详见市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网页：
http://www.cixi.gov.cn/col/col136079）因交通违法行为
或交通事故被本队暂扣，至今未来处理，现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予以
公告。望上述被扣车辆当事人或所有人，请速持车
辆的合法证明或者补办有关手续到慈溪市公安局交
通警察大队相应中队接受处理。经公告后三个月内
仍不来接受处理的，将依法处理。

特此公告。
慈溪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二○一九年三月十三日

慈溪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关于要求被扣车辆当事人
（所有人）限期前来接受

处理的公告

规划公示
附海镇人民政府拟对《慈溪市附海镇小城镇环

境综合整治规划》中的部分内容及建设项目计划表
进行调整，现对该规划调整予以公告，希广大市民
提出宝贵意见。

一、公示时间：2019年3月14日起30个工作日内。
二、公示地点：1.附海镇人民政府公示栏；2.

附海镇人民政府网站。
联系电话：0574-63563156
联系人：谢女士

慈溪市附海镇人民政府
二○一九年三月十四日

为确保污水管道维修工程顺利实施，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的有关
规定，决定自2019年3月17日起至2019年4月30日
止，对杭州湾新区海纳路（海富路——金合路）进
行封道施工。届时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请过往车
辆和行人严格按照作业区交通指示通行，并服从现
场管理人员的管理和指挥。

受交通管制影响的单位和居民请提前安排好工
作和生活，选择好出行线路，自觉遵照执行，请社
会各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

宁波市公安局杭州湾新区分局交警大队
宁波杭州湾新区规划建设国土局

二○一九年三月十三日

关于对宁波杭州湾新区
海纳路部分路段交通管制的

公 告

慈溪市开发大道（西二环——浒崇公路）工程
交通管制公告 2019年第5号

为确保慈溪市开发大道（西二环——浒崇公路）工程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决定自 2019年 3月 20日起至 2020年 10月 1日止，对开发大道（西二环——浒崇公
路）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开发大道（西二环——浒崇公路）路段实行半幅封闭施工，另半幅实行双向通行。
二、过往车辆和行人请严格按照施工区交通标志指示通行，并服从现场管理人员的管理和指挥。
三、受交通管制影响的单位和居民请提前安排好工作和生活，选择好出行线路，自觉遵照执行。
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

慈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慈溪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二○一九年三月十四日

为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发生，确保交通有序、

安全、畅通，按照《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

序规定》中关于交通技术监控执法设备使用的有关

规定要求，现将我市新增设的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

设备向社会进行公示。提醒广大机动车驾驶人员摒

弃交通陋习，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安全驾驶。

附：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设置地点（详见

网页 http://www.cixi.gov.cn/col/col136079/index.html 也
可关注”慈溪交警”微信公众号查看）

慈溪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二○一九年三月十一日

慈溪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
设备设置地点公示

受慈溪市新兴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委托，本中心将对慈溪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处工业用地进行公开竞价转让，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标的概况
标的为慈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处工业用地，不动产

权证书证号为浙（2016）慈溪市不动产权第0032091号，土
地使用权面积为33333.00平方米，用途：工业用地，权利类
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该地块的不动产单元号为
33028218060GB00004W00000000，使用期限截止日为 2066
年 12月 20日。权利其他状况：至 2020年 12月 14日竣工验
收后办理变更登记。

该地块目前已建成一幢标准厂房，但尚未取得房屋建筑
物的不动产权证书，根据慈溪市鸿翔测绘有限公司出具的

“房屋建筑面积测绘成果书”确定总建筑面积为 15632.24平
方米（其中夹层建筑面积为1456.80平方米），该建筑物系1
层其它结构的建筑，彩钢板外墙，铝合金门窗、卷闸门、水
泥地坪，全新。目前处于竣工验收阶段。

竞得人竞得该地块后，另需按慈规条新字 【2016】 14
号约定的标准自行建设一幢标准厂房，建设完成并通过验收
后方可一并办理房屋建筑物的不动产权证书。

标的底价：4513.10万元，竞价保证金：900万元。
二、竞价人资格要求
1.近三年营业收入 2.5亿元以上的芯片生产企业或其全

资子公司（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2.拟投资规模 5亿以上，建设项目年销售额 7亿元以

上，年税收3000万元以上（提供投资方案）；
有意参加的竞买人请于 2019年 4月 8-10日携带有效证

件（营业执照副本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如委托代办
的，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投资方案
（包括详细投资预算、投资内容）及相关证明资料到市高新
区管委会319室（慈孝西路8号）进行资格审核。资格预审
通过的，核发资格准入证明。资格审核资料的递交截止时间
为2019年4月10日1630，逾期不再受理。

三、竞价登记
资格预审通过后，竞买人于 2019年 4月 10-12日 1630

前携带有效证件（营业执照副本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如委托代办的，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的身份证）、
竞价保证金及资格准入证明等资料到本中心三楼320室办理
竞买人登记手续。

竞价保证金应以现金交款单或银行转账方式缴入本中心
账户。竞价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2019年4月12日1630前。
本 中 心 开 户 银 行 ： 农 行 慈 溪 浒 山 支 行 ， 账 号 ：
39513001040009514，收款单位：慈溪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
公司保证金专户。

四、实地察看联系时间：2019年4月1-2日（工作时间）
五、竞价时间及地点：2019年 4月 15日 930 在慈溪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二楼第三开标室
六、联系电话：市产权交易中心交易部：63013624；现

场看样：63200329，郑先生；本项目由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
办公室监管，63013517。

标的详细信息及具体竞价规定可来本中心咨询或登陆
http://www.cixi.gov.cn/col/col135400/查阅。

慈溪市产权交易中心
二○一九年三月十四日

慈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处工业用地竞价转让公告
CQ19021

新华社华盛顿 3月 12 日电 （记
者 孙丁 刘阳）美国司法部日前侦破
一起大规模高校入学舞弊案，共有 50
人被起诉，包括33名家长和9名高校体
育教练等。

据 12日公布的法庭文件，涉案家
长被指控向一名加利福尼亚州高校预备
机构的入学顾问支付费用，以使后者为
他们的孩子安排替考或作弊；该顾问还
被指控贿赂足球、网球、排球等项目的

高校体育教练和高校管理人员，以帮助
这些学生被认定为体育考生，而不顾他
们的实际运动能力和经历。

法庭文件显示，入学顾问威廉·辛
格在 2011年至 2019年 2月间收取了约
2500万美元，每名涉案家长支付的费
用在20万美元至650万美元之间。

辛格已就合谋诈骗等指控认罪。
据检方介绍，收受贿赂并参与舞弊

的体育教练来自多所美国知名高校，包

括耶鲁大学、乔治敦大学、斯坦福大学、
韦克福里斯特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
矶分校、南加州大学等。

美国检察官安德鲁·利林在波士顿举
行的记者会上表示，这是美国司
法部处理的最大一起高校入学舞
弊案。他还透露，目前调查仍在
继续，当局认为还有其他家长涉
及此案，或提出更多指控。不
过，不认为校方参与了入学舞弊。

目前，已有数所高校就此做出回
应。韦克福里斯特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
学洛杉矶分校已将各自涉案体育教练停
职；南加州大学表示，正就相关情况展开
内部调查。据悉，耶鲁大学一名足球教练
已在约一年前认罪，并协助立案和后续调
查。

《纽约时报》认为，此案反映出美
国高校录取竞争变得异常残酷，使得有
些人“铤而走险”。

美国侦破一起大规模高校入学舞弊案
50人被起诉

这是3月12日在叙利亚大马士革东
古塔地区拍摄的春花和建筑废墟。

■新华社发

春到大马士革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要把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三农’工作
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统筹谋划和推
进。”8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
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要求。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
年，乡村振兴战略意义更重。

乡村振兴大幕拉开，来自乡村、关
注“三农”的代表委员们，热议并展望
美丽乡村新图景。

开局良好：振兴步伐全面加速

在贵州山区，农村“土特产”闯进
了“大市场”，迸发出惊人的能量。

“村里蔬菜直供广州、深圳，种地
产值从原来一亩不到 1000元，到现在
亩均5000元以上。”贵州省安顺市塘约
村党总支书记左文学代表说。

塘约村921户、4881亩耕地全部入
股到村集体合作社，村民种植蔬菜、晚
熟红脆李、黑珍珠樱桃，或者就地务
工，2018年村集体收入360多万元，农
民人均收入达到 1.4万元，村里贫困户
全部脱贫。

优质农产品卖上好价钱，是乡村直
面市场、兑现价值的一条通路。

阿里巴巴平台数据显示，截至

2018年底，全国 31个省区市登陆淘宝
天猫的特色农产品超过 2900种，其中
七成以上产自中西部省份。

在浙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在实践中深入人心，指
引着广大乡村绿色振兴的生动实践。

从阴雨连连的莫干山麓，到春意渐
浓的首都北京，浙江省德清县五四村党
总支书记孙国文代表随身带着一份村级

“发展规划”：2020年接待游客人次突
破 30万，2022年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
1000万元……

“一间老房子，就是一个‘聚宝
盆’。”孙国文说，这几年村里民宿发展
如火如荼，变化看得见摸得着，如今
1500多位村民都在家创业就业，村里
还净流入500多人。

一年多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有力
实施，全国广大农村地区在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等方面展开有益实践，乡村嬗变由
表及里、一天一个样。

关键在人：有人气才有希望

一不靠山、二不靠水，单靠人均一
亩多地，养奶牛、种有机蔬菜形成的从
土地到餐桌的产业链，就撑起了一个村
的振兴。

眼看村里产业越做越大，山东省曹
县磐石街道办事处五里墩村党支部书记
王银香代表有了更长远的期望：发展产
业缺啥也不能缺人，希望改善农村教育
条件，留住人才、培养人才。

在实践中思索道路，代表委员们悟

出了同样的道理：乡村振兴首先要有人的
振兴，乡村有人气才有希望。

2018年，安徽省定远县西孔村引入
田园综合体项目，如今已建成 16个冬暖
式大棚，草莓、南瓜等销售红火，为村庄
发展带来新思路。因为掌握科技、信息，
项目中两位技术人员成为全村“香饽
饽”，前来讨教取经的村民一波接一波。

“乡村振兴是全方位、系统性、跨越
式、创新性的发展，关键是要有一批具有
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和农村致富带头
人。”安徽省定远县西孔村党总支第一书
记王萌萌代表说。

她建议，短期调动乡贤和大学生返乡
就业、创业，融入村集体，并鼓励退休人
员通过返聘等方式进入农村；中期收集整
合在外务工的青年优秀者，鼓励其返乡创
业；长期制定规划，定向培养农村科技型
人才，服务农村发展。

拓宽活力之源，精准创造条件，让农
村成为年轻人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

在浙江省桐庐县环溪村村委会主任周
忠莲代表看来，乡村在吸引大学生、专业
人才和工商资本下乡的同时，更要关注农
民工、年轻人等主体的返乡创业。

聚力攻坚：建设好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
河，袅袅炊烟，小小村落，路上一道辙
……当歌声响起，祖国乡村的经典模样令
人神往。

悠扬的歌声照进了现实。印象中“脏
乱差”的农村，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改变。

村庄社区垃圾不乱堆乱放了，污水乱

泼乱倒现象少了，房前屋后干净整洁，村
民清洁卫生文明意识提高明显……

山东省沂南县铜井镇两泉坡社区党总
支书记李树睦代表说，当地去年开展的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让乡村变得更加美
丽，风景如画、生态宜居的美丽家园正在
变为现实。

加快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
程，完成新一轮农村电网升级改造，推进

“厕所革命”、垃圾污水治理……今年的政
府工作报告列明了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的系
列任务。

在中天金融集团董事长罗玉平委员看
来，要做好乡村振兴，一定要软件、硬件

“两手抓”，既要加强交通、产业配套等基
础设施硬件建设，也要加大文化、教育、
体育等软件投入。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转发《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关于深入学习浙江“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的报告》，并发出通知，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2003年以来，浙江省持续推进“千
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久久为功造
就万千美丽乡村。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
驱动浙江乡村振兴脚步走在全国前列。

以农村人居环境建设作为突破口、先
手棋，撬动乡村美丽生态、美丽经济、美
好生活的良性发展循环。

“在大有可为的土地、希望的田野
上，共同建设美丽乡村。”黑龙江省尚志
市鱼池乡新兴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金东浩代表说，脚踏实地、真抓实干，一
定能绘就美丽乡村新画卷。

汇聚磅礴力量建设美丽乡村
——从全国两会看乡村振兴新图景 据新华社吉隆坡 3月

13日电（记者 林昊） 马
来西亚南部柔佛州的巴西古
当地区一些居民近日因疑似
遭受化学废料污染出现身
体不适症状，当局决定当
地 13所学校自 13日起无限
期停课。

柔佛州健康、环境和农

业委员会负责人贾迈勒 12
日晚在一份声明中说，柔佛
州灾害管理委员会已开始协
调监测和解决巴西古当地区
一条河流疑遭化学废料污染
的问题。据当地媒体报道，
12日有超过200人因出现身
体不适症状接受治疗，其中
不少人是当地学生。

马来西亚因化学废料污染
临时关闭13所学校

据新华社哈尔滨 3月
13 日电 （记者 程子龙）
从 12日晨开始，黑龙江省
迎来一场大面积降雪。13
日晨，全省道路大面积结
冰，高速公路大面积封闭，
公路交通也受到严重影响。

从 12 日晨开始，黑龙
江黑河、鹤岗、双鸭山等地
就开始陆续降雪，至 13日
晨，哈尔滨、大庆、牡丹江
等地也陆续降下中到大雪。
大雪伴随着大风降温天气。

突降的大雪导致道路大
面积结冰。黑龙江省气象部
门在 12日晚间即发布全省
道路结冰黄色预警信号。全
省高速公路受到严重影响，
哈同高速、哈伊高速等 13
条高速公路全线封闭。至
13日6时，已有包括哈同高
速、哈大高速等“交通动
脉”在内的 15条高速公路
全线封闭，连哈尔滨绕城高
速也全线封闭，哈尔滨全城
大拥堵。

黑龙江省普降春雪
15条高速公路全线封闭

据新华社沈阳3月 13
日电（记者 洪可润）记者
从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
公司获悉，3月 12日 9时，
沈阳局集团公司今年首趟

“南方快车”旅游专列从吉
林延吉站正式启程发车。在
接下来的 15天里，这趟列
车将从北到南一路向前，在
九江、湛江、桂林等地停
留，带着 700多名游客一览

沿途春色，尽享南国美景。
今年 3月，沈阳局集团

公司计划开行4趟前往湛江
等方向的旅游专列，届时将
拉 载 3000 余 名 旅 客 从 大
连、霍林郭勒、通化等地出
发，在扑面春风中一路南
下，共赏祖国大好河山。旅
游专列采取“晚上开行、白
天游玩、边走边停”的开行
模式。

沈铁开行多趟
“南方快车”旅游专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