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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关于2020-90号、2020-91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中止交易的函》的要
求，原定于2021年3月31日10:00在乐山市土地矿权交易市场公开拍卖出让的峨眉山市秀湖大道与金顶
南路交叉口东南侧2020-90号、2020-91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因故中止交易。

乐山市土地矿权交易中心
2021年3月30日

关于峨眉山市2020-90号、2020-91号地块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中止交易的公告

乐市土矿交公〔2021〕10号

受委托，我中心（公司）定于2021年4月30日10:30在乐山
市沙湾区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3号开标厅（沙湾区龚电大道
林业局5楼）以现场竞价的方式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一、拍卖标的：
乐山市沙湾区凯晨资源投资有限公司清淤疏浚物（河沙），

数量200万吨，起拍价12000万元，竞买保证金3000万元。
二、拍卖方式：有底价增价方式公开拍卖，设有保留价。
三、竞买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竞买人须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企业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四、标的展示时间及地点：公告之日起至拍卖会前一日

16:00止在标的所在地展示。
五、报名事宜：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4月29日16:00前

将竞买保证金缴纳至指定账户（以到账为准，不计利息），并于
2021年4月29日17:00前（节假日除外）携带有效证件原件、复
印件及缴纳保证金凭证到乐山市沙湾区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交易股办理竞买报名手续。

六、详情见《拍卖文件》，相关信息登录乐山市沙湾区人民
政府网站、乐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站查询。

七、咨询电话：0833-2499922
15378120780
18081309199

乐山市沙湾区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四川华伦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3月31日

拍卖公告

广告广告

我中心于2021年3月23日在《乐山日报》刊登拍卖公告(夹公资
告【2021】7号)，现将公告内容更正如下：原“2、位于夹江县甘江镇马
村河清淤工程实施过程中产品的砂石”更正为“2、位于夹江县甘江镇
马村河清淤工程实施过程中产生的砂石”。公告其他内容不变。

夹江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2021年3月31日

拍卖更正公告

广告

经五通桥区人民政府批准，乐山市五通桥区自然资源局公开挂牌出让下列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公告如下：
一 、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乐山市五通桥区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五自然资挂告〔2021〕03号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竞买。
三、本次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文件。申请人于2021年3月31日9:00至2021年4月28日16:00前，到五通桥区土地矿权交易中心
提交报名书面申请。缴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4月28日16:00。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五通桥区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挂牌时间为：2021年4月19日9:00至2021年4月30日16:00。
六、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提交书面申请联系地址：五通桥区竹根镇双江路85号(区土地矿权交易中心) 联系电话：（0833）3306533
收款单位：五通桥区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开户行：工行五通桥支行双江路分理处 账号：2306384219024802734

2021年3月31日

编号

511112-2021-G-4

土地位置

竹根镇红军村
6、7、11、12组，

金粟镇会云村2组

土地面积

509031.36平方米
（约763.55亩）

土地
用途

工业

规划条件

规划用地使用性质：二类工业用地；容积率：不小于0.6且不大
于2.0；绿地率：不大于20%；建筑高度：不大于50米；建筑系数：不
低于30%，其它规划条件详见挂牌文件。

出让年
限（年）

50

起始价
（万元）

616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300

广告

让“三点半”不再揪心

每当下午第二节课下课后，琅
琅书声就会从甘肃省兰州实验小
学的诵读班内准时响起。一旁的舞
蹈教室内，一只只“小蝴蝶”更衣完
毕，也开始新一天的排练。书法班、
科技班内，孩子们全神贯注、饶有

兴趣地与老师互动着……
记者采访了解到，今年开学以

来，全国多个省份出台中小学课
后服务政策，带来许多积极变化。

北京推出中小学生阶段的课
外活动计划，上海公办中小学实
现课后服务全覆盖，浙江杭州的
课 后 服 务 被 家 长 称 为“ 晚 托
班”……

“我们是双职工家庭，以前没
少为接孩子放学的事发愁，现在
学校既能辅导写作业，又能培养
孩子的兴趣特长，一举多得。”四
川成都一位小学生家长李毅说，
以往放学后，只能将孩子送往托
管机构，卫生、安全等都难以得到
保证。现在学校主动承担起课后
服务，作为家长的他们终于可以
安心上班了。

多地家长反映，自从有了课后
服务，他们已将孩子的校外兴趣
班“砍”掉一大半，只保留部分周
末兴趣班。兰州市民窦瑞表示：

“我家孩子上小学6年级，原来一
周需要上3个兴趣班，现在只保留
1个。”

“老师们也有了更多时间来了
解每一个学生、与学生进行交流，
学生遇到的作业难题在学校基本
就能随堂解决，一些学生遇到的思

想问题和心理变化老师也能及时
发现并进行疏导。”兰州市西固区
福利路第一小学校长王建萍说。

谨防便民之举变形走样

从这学期开始，许多省份已开
始全面落实课后服务全覆盖。但
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部分地
区的课后服务出现变形走样倾
向，亟待加强规范与引导。

——孩子和家长“被自愿”参
加。有家长反映，部分学校通过家
委会或印发《关于课后服务致学生
家长的一封信》方式，和家长沟通
课后服务事项时，都会说明采取自
愿原则，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搞起
了“一刀切”，孩子和家长只能选择

“同意”，自愿变成“被自愿”。
——课后服务成课后补习

班。部分家长透露，学校的课后
服务很少安排手工课或团体活动
之类的项目，而是变成第二课
堂。“本来一天一节的语文课，现
在变成了一天两节。一周下来有
十节语文课。”中部地区一位六年
级学生说。

——学业负担又有增加。陕
西宝鸡的张女士反映：“孩子更累
了，从早到晚上一天课，课外班延

时至6点，回家更晚了，睡觉也更
晚了。”还有部分家长表示，学校
开展课后服务后，孩子依旧难以
实现“作业不出校门”。

——疑虑担忧仍存在。兰州
市一位公办教师向记者诉苦，现
在基本上是延时工作，一天下来，
体力和精力都投入较大，长时间
下去老师们真有点吃不消。多地
校长、教师反映，课后服务固然
好，但长此以往经费缺乏保障，教
师工作量大幅增加，薪酬补贴却
没有相应增加。家长们则担心，
课后服务课程能否满足孩子们的
多样化需求？

课后服务也需健全体系

教育部《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
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规
定，中小学校要主动承担起学生
课后服务责任。为了更好地和家
长上下班时间相衔接，教育部门
还将考虑实行弹性放学时间。

针对目前出现的问题和担忧，
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
段戴平表示，这些问题实际上都
反映出“教什么、谁来教、钱从哪
里来”这三个基本问题需要进一
步细化和规范“边界”，逐步探索

建立健全课后服务制度体系。
课后服务需要经费保障，在实

行中应常想解法常找解法。段戴
平认为，各地方可根据实际状况
确定课后服务财政补贴的方式和
标准。财政吃紧的地方可采取成
本分摊方式，财政补贴一部分、服
务性收费一部分。对于经济困难
的家庭，可由学生所在地区或学
校具体承担。

课后服务一节课45元甚至免
费，这样的加班费老师们直呼“太
扎心”。多位中小学管理者表示，
课后服务的执行主体是老师，应
制定完善学校劳务报酬发放办
法，只要和老师的付出成正比，老
师们参与的积极性就高了。

让课后服务因人而异有“弹性
空间”。“家长希望课后服务这段
时间能够满足不同孩子的个性化
需求，其实也就是‘因材施教’，我
们采取打造‘兴趣课超市’的方
式，内含30至40个课种供学生们
选择。”兰州市西固区教育局副局
长马国荣认为，学校不可能包揽
所有的课程，有条件的学校可以
挖掘资源、甚至邀请、购买外部师
资开设拓展课程，开足开好课后
服务，帮助孩子们快乐成长。

（新华社兰州3月30日电）

放学“真空”被填补“三点半”难题还难吗？
——课后服务效果面面观

教育部近期表示，将推
动落实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
务全覆盖。开学以来，多地
大力探索课后服务模式，求
解“三点半”难题，家长不再
为接孩子而犯愁，师生之间
的课后交流也多了。但与此
同时，一些学校的课后服务
还不到位,有些变成变相补
课班，老师学生压力双增加；
有些搞课后服务“一刀切”，
学生“被自愿”参加。业内人
士认为，要让课后服务真正
成为孩子健康成长的“能量
棒”，完善课后服务体系至关
重要。

■ 新华社记者 白丽萍 张睿

据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记
者 刘羊旸）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
30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我国
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模稳居世
界第一，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
强大支撑。

截至2020年底，我国可再生能
源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 9.3 亿千
瓦，占总装机的比重达到42.4%，较
2012年增长14.6个百分点。可再
生能源利用水平持续提升，2020
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2.2
万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
重达到 29.5%，较 2012 年增长 9.5
个百分点。

章建华表示，我国已形成较为
完备的可再生能源技术产业体
系。水电领域具备全球最大的百
万千瓦水轮机组自主设计制造能
力。低风速风电技术位居世界前
列，国内风电装机90%以上采用
国产风机。光伏发电技术快速迭
代，多次刷新电池转换效率世界纪
录。

“可再生能源是绿色低碳能
源，是我国多轮驱动能源供应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改善能源结
构、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
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章建华说。

我国可再生能源
开发利用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环 境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30日向社会
发布了《关于推进对严重侵害知识产权相关主
体实施信用惩戒的工作指引（试行）》。根据该
工作指引，7家企业、7名个人在生产、销售过
程中，因不正当竞争、商标侵权等违法行为或
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
商品等犯罪行为，被纳入2021年第1期《温州
法院知识产权严重侵权名单》。

根据工作指引，编入侵权名单的主体包括
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编入侵权名单要
以法院审结并生效的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及刑
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及裁判结果为依据，主要
涉及侵权人因商标、著作权或不正当竞争侵权
行为单案被判赔50万元以上等14种严重侵
权行为。

温州法院探索知识产权
侵权人“黑名单”制度

法 治

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刘友宾 30日表
示，3月以来的强沙尘天气对我国环境空气质
量带来严重影响。按全年测算，沙尘天气导致
全国优良天数比例下降约0.6个百分点。

在生态环境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刘友宾介绍，今年3月14日至19日、27日至
29日，我国北方地区先后经历了两次大范围
的强沙尘天气过程。

根据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数据，沙尘
过境期间，我国北方多地空气质量达到严重污
染。从沙尘影响程度看，全国共计177个地级
及以上城市受到两次强沙尘天气过程影响，导
致空气质量超标天数总计702天，按全年测
算，全国优良天数比例下降约0.6个百分点。

3月强沙尘天气对
空气质量带来严重影响

3月29日，浙江省医疗卫生“山海”提升工
程正式启动，32个山区海岛县人民政府、13家
省市级三甲医院和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共同签订
合作框架协议，将着力破解偏远地区看病难题，
全面补齐山区海岛县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短板。

据介绍，医疗卫生“山海”提升工程集中省
内综合实力最强的省市级三甲医院，重点帮扶
32个山区海岛县提升医疗服务能力。

“省市医院下派专家人数不少于12人，以
高级职称为主，工作时间不少于半年，其中担
任县医院科主任或院领导的，分别不少于一年
和两年。”浙江省卫健委副主任俞新乐表示，人
员下沉的同时，要对照各县级医院所承担的常
见病、多发病提升救治能力，如加强心血管、呼
吸、消化等重点专科建设。

（以上均据新华社）

浙江提升32个山区海岛县
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医 卫

近日，陕西省汉中市洋县朱鹮梨园景区的万亩牡丹园里，200多个品种的牡丹竞相开放，形成“龙凤呈祥 花
开富贵”的吉祥图案，令游客流连忘返。

图为3月30日，游人在洋县朱鹮梨园景区的牡丹园赏花。 新华社记者 陶明 摄

陕西洋县 万亩牡丹 争奇斗艳

新华社重庆3月 30日电（记
者 黄兴）记者从重庆市人社局获
悉，川渝人社部门近日联合发文，
就川渝职称互认工作有关事项进
行明确。持有两地人社部门颁发
的高级职称证书的专业技术人才，
在跨地区、跨单位流动时，无需重
新评审或确认，由用人单位按需择
优自主聘任（用）。申报高一级职
称时，可持原证书申报。

此外，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人
员，可由用人单位按照川渝两地现
行职称与职业资格对应关系及岗

位管理有关规定，择优自主聘任
（用）相应专业技术职务，并作为申
报高一级职称的条件。中级及以
下职称的互认工作，由各市（州、
区、县）有关部门或企业按照职称
管理权限参照执行。

据悉，当前川渝两地居民在对方
省份就业总人数接近350万人，两地
人才交流往来十分频繁。重庆市人社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展两地职称互
认，旨在进一步加速人才流动、减少
重复评价、优化营商环境，为促进两
地经济协同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川渝实现职称互认
人才流动无需重新评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