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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公示
根据浙劳社监[2007]90号文件精神，2021年G329杭朱

线慈溪段（K147+000-K158+000）路面提升工程，已按合
同全部完成，现对宁波交通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有无拖
欠农民工工资情况进行公示。以上单位有拖欠农民工工资
行为，请于即日起30天内与我公司联系。

联系人；罗列 联系电话：15158399806
慈溪市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

二○二二年一月十二日

兹定于 2022年 1月 14日起十日内在建设现场、
慈溪市信息公开网公示 （http://www.cixi.gov.cn/col/
col1229041778/index.html） 公示慈溪市海达实业总
公司建设1#仓库加层、2#厂房扩建项目申请办理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相关资料。拟建设地点为：附
海镇东海村。

市行政服务中心自然资源和规划窗口联系电
话：63961810、63961747 （上午 8:00-11:30，下午
1:30-4:30，节假日除外）。

慈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二二年一月十三日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公示

租赁起止日期：2022年 3月 1日—
2027 年 2 月 28 日。标的均不得用于餐
饮、娱乐、危险品经营项目。标的 02、
03、04、05、06、07、08、09、11已设
置承租权，原承租人在价格相同的条件
下有优先承租权，若未办理竞价登记
的，则视为自动放弃优先承租权。

二、报名时间及方式
本次竞价采用网络竞价方式进行；

网络报名时间：2022年1月25日900至
1月 27日 1630。网络竞价网址为：宁

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网慈溪市分网点击
“电子化产权交易平台”。

三、竞价登记
有意参加的竞价人请于报名时限内

先将竞价保证金通过银行卡、网银、存
折转账缴入本中心账户，随后进入网络
按系统提示进行竞价登记。本中心开户
银行：农行慈溪浒山支行，账号：39513
0010400095140000000343，收款单位：
慈溪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保证金专户。

四、看样时间：2022 年 1 月 20 日

（工作时间）。
五、网络竞价时间：2022年 1月 28

日900。
六、联系方式：市产权交易中心交

易部：63917692；现场看样：63812237
岑先生；本项目由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
办公室监管：63032252。标的详细信息
及具体竞价规定可来本中心咨询或登陆
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网慈溪市分网查阅。

慈溪市产权交易中心
二○二二年一月十四日

观海卫镇南央路等11处房产租赁网络竞价公告
编号：CQ22010

经慈溪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审核批
准，受慈溪市观城供销合作社委托，本

中心将对观海卫镇南央路等 11处房产 5
年承租权进行公开租赁网络竞价，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标的概况

序号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坐落

观海卫镇南央路183号二楼5对间办公室

观海卫镇南央路187号1.5间
观海卫镇南央路189号披屋

观海卫镇南城边街104－108号
观海卫镇南城边街110号

观海卫镇南城边街112号店面及底楼仓库天井

观海卫路原观城农资公司办公楼及东侧仓库

观海卫路原观城农资公司西侧仓库5间、办公楼西侧建筑及场地

观海卫路原观城农资公司东南侧仓库3间及场地

观海卫路原观城农资公司西南侧仓库3间
师桥浦东村原淹浦生产部

建筑面积约（㎡）

201.60
26
15

150.7
17

444.88
681.76
154.3
88.55
91.2

698.69

5年租金底价
（万元）

12.1
24
9

53.4
17.4
76.45
28.65
10.2
7

3.85
22.5

竞价保证金
（万元）

2
4
1.5
10
3
15
5
2
1
0.5
4

本次房产竞价为国有资产处置，不
等同于网络司法拍卖，标的按现状转
让。本次房产拍卖转让由农行新浦支行
提供按揭贷款服务，按揭贷款的对象及
条件详见拍卖须知。需要按揭贷款的竞
买人请于2022年2月15日前向上述银行
办理贷款审查。服务电话：83037131，
何经理；地址：慈溪市新浦镇新胜路西
街村138号。

二、报名时间及方式
本次竞价采用网络竞价方式，通过

阿里拍卖平台进行；竞价时间：2022年

2月16日上午9:00至2022年2月17日上
午11:00（延迟除外）。

三、竞价登记
竞买人应于竞买前在淘宝网和支付

宝上进行实名登记注册，注册成功后请
按淘宝网和支付宝的提示进行操作。凡
参加竞价的竞买人须在本人的支付宝账
户里保证有足够的竞价保证金。竞买人
在对标的物第一次确认出价竞价前，按
淘宝系统提示报名交纳保证金。每个标
的竞价保证金20万元，需按指定标的交
纳保证金。

四、实地察看联系时间：2022年 1
月24日（工作时间）

五、联系电话：市产权交易中心交
易部：63917692；现场看样：宋先生，
63593521。本项目由市公共资源交易管
理办公室监管：63032252。标的详细信
息及具体拍卖规定可来本中心咨询或登
陆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网慈溪分网查阅。

六、竞买人在竞价前请务必再仔细
阅读竞买须知。

慈溪市产权交易中心
二○二二年一月十四日

新浦镇群英中心小区9套房地产竞买公告 CQ22011
经慈溪市财政局审核批准，受慈溪

市新浦城镇建设发展公司委托，慈溪市
产权交易中心于2022年2月16日9时起
至 2022年 2月 17日 11时止（延时的除

外）错时在淘宝资产处置（阿里拍卖）
平台对新浦镇群英中心小区 9套住宅房
地产进行公开竞价转让，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标的概况
标的位于慈溪市新浦镇群英中心小

区，为 9套住宅房地产及对应车位。具
体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位置

5号楼203室
5号楼303室
5号楼402室
5号楼502室
5号楼602室
5号楼702室
5号楼802室
6号楼202室
13号楼104室

房屋建筑面积（㎡）

127.53
127.53
90.81
90.81
90.67
90.67
80.22
144.31
103.36

土地使用权面积（㎡）

26.53
26.53
18.89
18.89
18.86
18.86
16.69
20.21
21.3

车位坐落

<-1-71>
<-1-336>
<-1-335>
<-1-334>
<-1-352>
<-1-351>
<-1-350>
<-1-353>
<-1-449>

车位面积（㎡）

13.04
14.78
14.21
14.55
14.78
14.21
14.55
14.55
13.64

起拍价（元）

1181100
1191800
844500
852200
891800
899900
789900
1332900
965000

竞价开始时间

9:00
9:00
9:30
9:30
10:00
10:00
10:30
10:30
11:00

根据宁波市工作协调联络组《关于做好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信访件有关工作的通知》 要
求，现对慈溪市已完成整改的 3件 2020年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信访件的整改情况进行公示，如对整
改情况有异议，请在公示期间来电如实反映。

公示期 2022年 1月 14日至 1月 20日，如有异
议，请在公示期内来电如实反馈。
电 话 ： 63811354 （工 作 日 8:30-
12:00，14:00-17:00）。

慈溪市人民政府
2022年1月14日

慈溪市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信访件整改

完成情况公示

（上接A1版）孙百南强调，市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
召开在即，市镇两级人大、广大代表、人大机关干部要把
开好此次大会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做好会议各项筹备工作中来。要做到同心同力，
将此次大会开成凝心聚力、提振士气、鼓舞干劲、推动发
展的大会；要强化协同配合，牢固树立“一盘棋”的思
想，做到事事有人负责，件件定点落实；要做好选举工
作，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
使命感，代表人民投好神圣的一票；要严守纪律规矩，遵
守各项会风会纪，确保大会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任命：
周锋为慈溪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免去：
叶曙明的慈溪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慈溪市人大常委会
任免职务名单

（2022年1月13日慈溪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
第四十三次会议通过）

法治的温度，平安的基础。
回望 2021年，法治中国、平安
中国建设蹄疾步稳，护航经济社
会发展，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一起盘点，这一年中哪些法
治进步、平安成效曾温暖了你我？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近年来，高空抛物问题屡禁
不止，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
痛”。2021年元旦起施行的民法
典，明确高空抛物侵权责任；3
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
一），将“高空抛物罪”正式入
刑，进一步释放法律的警示功
能。

广州越秀区法院判决从 35
楼扔下矿泉水瓶导致老人受伤的
儿童家长赔偿对方医药费、护理
费等共计9万多元；重庆万州法
院判决从 12楼抛物的被告人钟
某某有期徒刑 6 个月并处罚金
3000元……这一年，一系列高
空抛物案件得到公正裁决，有力
维护了民众生命财产权益。

App过度索取用户信息、商
家擅自安装人脸识别设备……随
着大数据的广泛运用，个人信息
泄露问题也频频引发公众担忧。
这一年，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施

行，为个人信息保护加上法律
“安全锁”。

公安机关深入推进“净网
2021”专项行动，侦办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等网络犯罪案件 6.2万
起；最高检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
围，推动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治
理；最高法聚焦诉讼热点，明确
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
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
立法、司法、执法多管齐下，一
系列法治“组合拳”让你我的信
息安全更有保障。

从全面推行电子驾驶证，到
构建“屏对屏”的在线诉讼规则
体系；从加强针对农民工、易返
贫致贫户等困难群体的法律援助
服务，到解决冒名婚姻登记撤销
难问题……这一年，法治始终关
注你我所急所盼所需，保障亿万
百姓美好生活。

守护人民安居乐业

2021 年 7 月 11 日，在山东
聊城举行的一场认亲仪式上，电
影《失孤》的被拐儿童原型郭新
振与离散 24年的家人紧紧拥抱
在一起。

每一个失踪孩子的背后，都
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2021
年，全国公安机关深入开展“团

圆”行动，累计找回10932名历
年失踪被拐儿童，抓获拐卖犯罪
嫌疑人 890 名，开展认亲活动
2900余场。一幕幕亲人含泪相
认的瞬间，成为这一年人们最温
暖的记忆之一。

让人民安心的，还有打通案
件执行的“最后一公里”。2021
年，最高法把执行案款集中清理
纳入执行领域顽瘴痼疾整治重点
全力推进，一方面全面清理历年
陈年旧案，一方面压缩执行案款
发放时间，让诚信社会的基础更
加牢靠。

循法而行，依法而治。这一
年，《政府督查工作条例》、新修
订的行政处罚法相继施行，推动
法治政府建设再上新台阶。

——行政执法不规范问题咋
解决？司法部推进行政执法公示
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
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全覆
盖，组织开展行政法规和规章中
不合理罚款规定清理。

——政务窗口只受理不审批
咋处理？中央依法治国办指导各
地制定整改方案，明确责任人、
责任单位和整改完成时限。

——企业群众办证咋“减
负”？进一步推行证明事项告知
承诺制，推进办理公证所需数据
的共享和在线查询核验，避免

“以证换证”“坐堂办证”。

安全稳定的营商环境，是创
业创新的基础。2021年，检察
机关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
求，依法充分准确适用“少捕慎
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不捕
率、不诉率同比上升。

从织密未成年人等群体的司
法救助网，到贯彻食药安全监管

“四个最严”要求；从加强行政
立法优化法治营商环境，到加大
知识产权综合司法保护力度……
这一年，法治护航经济社会发
展，保障你我安居乐业。

筑牢社会法治信仰

法治是一种向上的力量，守
护社会公序良俗，引导正确的价
值取向。

开个“玩笑”能有多大后
果？2021年2月，浙江检察机关
依法对社会高度关注的“女子取
快递被造谣案”被告人提起公
诉，最终法院以诽谤罪判处两名
被告人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遇到“扶不扶”“劝不劝”
等难题该怎么办？最高法出台指
导意见明确，对于涉及见义勇
为、正当防卫、助人为乐等案件
的裁判文书，人民法院应当强化
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
理，让司法有力量、有是非、有

温度。
英雄烈士，是民族的精神火

炬。这一年，公安机关、人民法
院、检察机关利剑出鞘，以法律
捍卫英烈荣光。网络大V“辣笔
小球”、旅游博主“小贤 Jay⁃
son”等多人因侵害英雄烈士名
誉、荣誉被判处有期徒刑，有力
弘扬了清风正气。

法治的真谛，在于全体人民
的真诚信仰和忠实践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
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宪法宣传周期间，多地学校组织
开展宪法晨读等活动。庄严的宪
法之声回荡在校园，在青少年心
中播撒法治的种子。

2021 年是“八五”普法的
启动之年。“谁执法谁普法”普
法责任制全面实行、乡村“法律
明白人”培养工程扎实开展、广
大青年普法志愿者下基层“送法
律”……一系列群众喜闻乐见的
普法活动如春风化雨，筑牢全社
会的法治信仰之基。

这一年，法治进步足音铿
锵，公民法治素养显著提升。一
个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
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
境正在形成，助推“中国之治”
迈向更高境界。

（新华社北京 1月 13 日电
记者 白阳）

2021年，这些法治进步平安成效
给你几多温暖？

据新华社石家庄 1月 13
日电（记者 杨帆） 记者 13
日从北京冬奥会张家口冬奥村
（冬残奥村）场馆运行团队了
解到，根据场馆运行实际需
求，即日起张家口冬奥村启动
闭环管理，进入赛时状态。

张家口冬奥村 （冬残奥
村）（下称张家口冬奥村）位
于张家口赛区核心区域，向南
距古杨树场馆群 10 分钟车
程，北距云顶滑雪公园 12分
钟车程，占地19.7公顷，总建
筑面积23.9万平方米，分居住
区、广场区和运行区。

其中，居住区由 9个公寓
楼组团和 1个公共组团组成；
广场区面积约 2.17万平方米，
由商业服务、赞助商服务、特
许经营、中医展示、文化活动
等 22个运营空间组成；运行
区赛时是为村内居民、访客、
媒体等人员提供进出村服务的
场所，包括运动员班车站、代
表团接待和访客中心、媒体中
心、安保中心等。

据介绍，张家口冬奥村计划
于1月23日预开村，1月27日正
式开村，共运行 53天，3月 16
日闭村。冬奥会期间，预计接待
来自 79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团的
2020名运动员及随队官员。冬
残奥会期间，预计接待来自 39
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团的644名运
动员及随队官员。

记者了解到，1月 14日-23
日，张家口冬奥村将迎来部分外
籍考察人员，为最大限度降低疫
情传播风险，1月 3日起，冬奥
村就启动了“小闭环”工作模式
——即为外籍人员和中方陪同人
员划定了安全活动区域和流线。

根据实际需要，场馆运行团
队决定于即日起，正式启动赛时
闭环管理措施，这标志着张家口
冬奥村正式进入赛时状态。

北京冬奥组委奥运村部副部
长、张家口冬奥村场馆运行团队
主任贾凯表示，目前这样“大闭
环”和“小闭环”相结合的模式，
将确保防疫万无一失、工程收尾
有序进行、人员培训照常开展。

张家口冬奥村
启动闭环管理进入赛时状态

新华社西安 1 月 13 日电
（记者 蔺娟 杨一苗）记者 13
日从西安市卫健委了解到，由于
西安高新医院、西安国际医学中
心医院在本轮疫情发生期间未能
履行救死扶伤职责，导致延误急
危患者抢救和诊治，对这两家医

院停业整顿3个月，并处理相关
责任人。

据西安市卫健委 13日发布
通告，本轮疫情发生后，西安高
新医院、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
未能履行救死扶伤职责，未落实
首诊负责和急危重症患者抢救等

医疗质量管理核心制度，导致延
误急危患者抢救和诊治，引发社
会舆论广泛关注，社会影响恶
劣。

因此，对西安高新医院、西
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停业整顿 3
个月，期满整改合格后重新开

诊；同时责成西安高新医院追究
医院负责人责任，总经理停职，
免去门诊部主任、产科主任、医
务部副主任职务；责成西安国际
医学中心医院追究医院负责人责
任，免去医院法人代表、董事长
职务，主管副院长停职，门诊部

护士长停职。
为了做好辖区市民群众的

医疗保障服务，西安市卫健委
制定了《高新区两所医院停诊
期间保障群众正常就医工作方
案》，采取系列措施保障群众就
医需求。

西安两家医院因延误急危患者救治被停业整顿3个月

这是2021年11月15日拍摄的张家口赛区国家越野滑雪中心。据介绍，目前国家越野滑雪中
心准备就绪，静待开赛。 ■新华社发

静待开赛

据新华社努尔苏丹1月13日电（记者 张继业）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集安组织）秘书长扎斯 13日在阿
拉木图市宣布，集安组织维和部队从即日起开始撤离哈
萨克斯坦，并于10日内完全撤出。

哈方当天在阿拉木图市为集安组织维和部队举行送
行仪式。哈国家反恐指挥部同日宣布，当前哈安全局势
整体稳定，全国 14个地区已完成反恐行动并解除“深
红”级别恐怖威胁预警，在阿拉木图州和江布尔州的反
恐行动仍在持续。

俄罗斯国防部网站 13日发布消息说，集安组织维
和人员已开始将保护哈方设施的任务移交给哈执法机
构。此外，俄维和部队已开始准备整理装备和物资，并
将同哈方配合完成俄维和人员撤离工作。

吉尔吉斯斯坦国防部同日表示，参加在哈维和任务
的吉武装部队人员将于 14日从阿拉木图州撤离，返回
吉国内驻地。

集安组织维和部队
开始撤离哈萨克斯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