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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城市中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接受
委托，以网络拍卖方式拍卖以下标的：

1．临工L933装载机一台，2018年
12月启用，参考价17.5万元。

2．吉GBR089五十铃牌皮卡车一
台，2018年11月登记，参考价10.6万
元。

3．ZL932喷码机一台，2019年 7
月启用，参考价1.5万元。

4．DCS-5F80D真空包装机一台，
2019年7月启用，参考价10万元。

5．DCS-10F11真空包装机一台，
2019年7月启用，参考价4.5万元。

拍卖时间：2021年9月22日9:30
拍卖地点：中拍平台 （https://

paimai.caa123.org.cn）
报名及展示时间：2021年 9月 17

日至9月18日16:30
有意竞买者需在中拍平台办理报名

手续，同时到我公司办理书面竞买手续
及交付标的参考价20%竞买保证金，取
得竞买资格。标的详细情况及报名操作
方式请咨询我公司。

咨询电话：0436-3233433
公司地址：
白城市幸福南大街26-3号

拍 卖 公 告墓墙骨灰迁移公告
白城市洮北区革命公墓管理处因建设需要，公墓

园内的墓墙需要整体迁移，请在墓墙安葬骨灰的家属
于2021年9月30日前与洮北区革命公墓管理处联系
办理迁移事宜。逾期不办理的，我处将视为无主墓并
进行处理，同时我单位不承担任何法律和经济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
白城市洮北区革命公墓管理处业务大厅
联系人：崔红顺
联系电话：15886100088

白城市洮北区革命公墓管理处
2021年9月2日

疫情防控提示

截至2021年9月12日10时，全国疫情
风险等级划定为高风险地区1个，中风险地
区1个。

1个高风险地区
福建省1个:莆田市仙游县枫亭镇。

1个中风险地区
云南省1个：瑞丽市勐卯镇姐东村委会

大等贺村民小组。
提醒广大群众从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区

返（来）白要及时向社区（村屯）、单位登记报
备，配合落实相关防控措施。请广大群众提高

警惕，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前往中高风险地
区，确有特殊情况必须前往的要及时向所属
社区（村屯）、单位报备。

当前国际、国内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广大群众要树牢常态化防控意识，养成戴口
罩、勤洗手、常通风、少聚集、保持一米线距
离、使用公筷公勺等良好卫生习惯。广大群众
要积极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尽早形成人群免
疫屏障，有效阻断疫情发生和传播。如出现发
热、干咳、咽痛、乏力、嗅（味）觉减退、腹泻等
症状，请做好个人防护，及时到当地定点医疗
机构发热门诊就诊。就医过程中应戴好口罩，
并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数字经济为中国—东盟合作带来新机遇
●新华社记者 林凡诗

“这是来自泰国的乳胶枕，弹性很好，枕上去
也很舒服……”在启迪之星（中国·东兴）沿边跨
境孵化基地的直播间内，广西大学泰国留学生艾
宁体验完网络直播带货后，当即决定购买一个乳
胶枕。她打开手机，扫码、支付，只需几秒钟，
一桩交易便完成了。“有了网购平台和移动支付，
购物太方便了。”

9月10至13日，第18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举行，
数字经济成为此次东博会各方关注重点领域之
一。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移动支付、电子
商务等数字经济展现出强劲活力和韧性，在推动
中国和东盟国家民生发展、经济繁荣等方面持续
发挥重要作用。

来自马来西亚的商人蔡权连续8年参加东博

会。蔡权说，尽管去年因受疫情影响东博会延期
举办，他还是克服困难带着妻子前来参展。“我们
不少客商是通过东博会平台认识的，参展对我们
而言很重要。”蔡权与妻子主要销售马来西亚的白
咖啡和燕窝，有了便捷的移动支付和网络平台，
他们与供货商和客商之间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交易。

近年来，跨境电子商务发展迅猛。2016年以
来，中国已与全球22个国家建立双边电子商务合
作机制，共同开展政策沟通、规划对接、产业促
进、地方合作、能力建设等多层次多领域的合
作，越南的咖啡、柬埔寨的坚果、泰国的榴莲等
东盟国家的特色产品在中国电商平台上受到消费
者青睐。

新加坡南洋学会会长许振义说，东盟与中国
在多领域存在互补优势，具有巨大合作空间。东

盟国家中产阶级崛起为商品提供潜在消费市场，
东盟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以及工业制
造等领域具有投资潜质。

印度尼西亚贸易部副部长杰里·桑布加介绍，
印度尼西亚的网上商城在东盟有很强的影响力，
一些中国电子商务平台也在印度尼西亚积累了可
观的用户量。印度尼西亚获得了中国大型互联网
企业的投资，促进了双方在电商等领域的密切合
作。

今年上半年，中国—东盟双方贸易额突破
4100亿美元，东盟继续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和重要的投资伙伴。新加坡副总理兼经济政策统
筹部长王瑞杰表示，放眼未来，在数字经济快速
增长的背景下，东盟和中国更紧密的经济融合，
将让双方获益更多。 （新华社南宁9月12日电）

这是9月11日拍摄的“丝路花街”景观。
日前，重庆两江新区寸滩国际新城保税经济区的“丝路花街”对外开放。据介绍，“丝路

花街”总长约1.5公里，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文化为设计灵感，构建出文化展示长
廊，以“一街”为纽带，串联起“一带一路”商务中心、中国 （重庆） 自由贸易试验区展示
中心、“一带一路”商品展示交易中心、“一带一路”国际交往中心以及国货精品推广中心
等，带来消费新体验。 新华社记者黄伟摄

10名基层信访工作者获评

第二届“最美信访干部”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记者白阳）经过重重筛
选，10名基层信访工作者日前在京获得表彰，被授予
第二届“最美信访干部”荣誉称号。

10日，在由国家信访局主办、新华网承办的第二
届“最美信访干部”发布仪式上，10名“最美信访干部”
和10名提名获得者悉数亮相，分享他们的感人事迹。

据悉，这20名信访战线的优秀代表均长期奋战在
信访一线岗位，平均工作年限逾21年，最长34年。他
们有的扎根民族、边远和艰苦地区，为当地群众排忧解
难；有的罹患重疾仍坚守岗位，用实际行动赢得群众的
广泛认可；有的立足实际创新机制，为提升基层治理水
平作出突出贡献。

在本届评选活动中，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共推荐了150名候选人，经过初选、网上投票、专
家评审、实地考察等环节，最终10名“最美信访干部”
和10名提名获得者脱颖而出。

发布仪式上，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信访局局长李
文章说，“最美信访干部”和提名获得者充分展现了新
时代信访工作者的精神风貌，国家信访局将通过举行
先进事迹报告会、在线访谈等活动，号召广大信访干部
学习“最美”、争当“最美”，更好履职尽责。

新华社副社长严文斌出席并致辞。

为进一步深入推动我市四大行业整治工作
的实施，强化对四大行业整治工作的社会监
督,动员全社会力量发现和举报四大行业内的
违法行为，市政法举报中心和各相关单位设立
举报电话，现公告如下：

市政法举报中心：
行业乱象整治公开举报电话
0436-3366685
市公安局：
行业乱象整治公开举报电话
0436-3252018

反电信诈骗专线 96110
市住建局：
行业乱象整治公开举报电话
0436-3363792
市自然资源局：
行业乱象整治公开举报电话
0436-3352173
市交通局：
行业乱象整治公开举报电话
0436-3678230
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12328

白城市四大行业整治公开举报电话

9月11日，奶羊在内蒙古一家公司的牧场羊舍里进食。
随着内蒙古奶业振兴不断向前推进，“中国乳都”呼和浩特除了做大做强牛奶产业，正在

不断拓宽奶业内涵，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从多方面对新建、改造奶羊场进行扶持和补贴，推
进羊奶产业发展。 新华社记者王靖摄

新华社海口9月12日电（记者赵叶苹）
海南省三亚市日前印发了《三亚市中小学生校
内课后服务工作实施方案》，明确了三亚开展
校内课后托管服务收费标准，原则上校内课后
服务每天不超过2课时，每课时不超过5元，
每天不超过10元。

方案规定，三亚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托管服
务时间一般为校历确定的在校学习日下午放学
起到18时30分，服务对象为本校在读且有课
后服务需求的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同时，
要在学生及家长自愿的基础上开展，不得强制
或变相强制学生参加，并坚持公益惠民的原
则。校内课后托管服务内容包括课后托管服
务、午餐服务、午休服务。其中，课后托管服
务不得将课后服务变相成为集体教学或“补
课”。

方案明确，在课后服务的经费保障上，三
亚实行校内课后服务成本分担机制，采用政府
补贴与家长负担相结合的办法筹措经费，市级

财政按生均2.5元/天的标准给予补贴，以保证
校内课后服务工作长期有序开展。三亚中小学
校提供午餐午休服务的，午餐费、午休服务费
由学生家长或监护人负担。确有家庭经济困
难、无法承担校内课后服务费用的学生，经三
亚市、区民政部门认定后，由三亚市、区财政
兜底保障。

在经费管理上，三亚校内课后服务经费由
学校负责专账管理，家长委员会参与管理，不
得擅自增加课后服务项目或提高收费标准，不
得挪用服务项目经费，每学期期末对收支情况
进行公示。

方案同时规定，教职工参与校内课后服务
工作取得劳务费不纳入学校绩效工资范畴。教
职工参与由学校举办的校内课后服务项目领取
劳务费，按税前75元/课时的标准发放，每天
不超过2课时。同时，离退休教师、能工巧匠
等校外人士参与校内课后服务，参照教职工取
酬标准发放劳务费。

三亚校内课后托管收费每天不超过10元

今年首批越冬候鸟已飞抵鄱阳湖

新华社南昌9月12日电（记者陈毓珊 张璇）9月
11日上午，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都昌
保护监测站工作人员在当地马影湖开展日常巡护监测
时，监测到4只越冬白琵鹭正在水中嬉戏。最新监测记
录显示，这是保护区工作人员今秋以来在鄱阳湖范围
内监测到的首批越冬候鸟，比去年提前了1天。

工作人员通过比对都昌保护监测站多年监测记录

发现，自2013年以来，都昌县马影湖已连续9年成为
首批越冬候鸟抵达鄱阳湖的第一站。这几只白琵鹭的
到来，标志着鄱阳湖开始进入候鸟越冬季节。

鄱阳湖是亚洲重要的水鸟越冬地。目前，鄱阳湖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紧锣密鼓地加强湖区日常巡护排
查和监测工作，确保越冬候鸟在鄱阳湖安全栖息、越
冬。

（上接一版）
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以市县消费券配套资金

为牵引，综合运用好政策效应，培育消费热点、深挖
消费潜力、创新消费场景，扩大消费规模，形成企业
提效益、市场添活力，稳增长添动力的共赢局面。

突出特色，培育品牌。全市上下共同发力，多领
域联动、各业态协同，紧扣商品和服务消费两大主
题，引导商圈、特色街区业态聚集，带动零售商超、
文旅家装等服务主体广泛参与，鼓励电商平台、网
红直播等新业态竞相登场，彰显白城特色。

效果延伸，推动入统。利用消费节活动契机，密
切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提升服务质量，引导参与促
销活动的达限企业积极入统，全力推动群众积极参
与其中，不断扩充消费节广度深度和影响范围，进
一步促进我市消费市场繁荣，助推我市经济更好更

快发展。

多元：各种活动形式 燃爆消费市场

本次消费节，我市将采取多种形式进行。由政
府平台联合金融平台、线上电商平台、各大商业主
体平台进行多重消费券发放，刺激消费，累计将发
放1120万元以上。还将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
拓展活动广度深度，不断提高群众知晓度和社会影
响力，全力推进活动走深走实，让广大群众参与其
中，共享其中乐趣，推动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
台阶。

线上活动包括外卖“0.01元试用会员”“丰收季
大促”“月饼特卖”、惠民消费促销、合作商家电子券
抢购和满减活动。线下活动共设置餐饮夜经济消

费、品牌消费、大宗消费、新型消费、家居消费、成品
油消费、美容健康、文化和服务消费和本地特色产
品消费九大板块，设置美食街牌坊，开展美食优惠
活动、“一元菜品”“疯狂免单”“白城美食榜单”品牌
秋季新品展卖、“双节联动惠中秋·七天乐享国庆
节”采摘游、免单大奖、线上红包、抵用券大派送、

“浓情中秋·月圆人团圆”促销、汽车经销企业、特色
让利促销、“约会国庆放价七天乐”特卖、“情满中
秋·乐享盛惠”特卖、“9月金秋装好家”促销、白城
丰收季·特色农产品网红直播、品牌联盟推广、特色
让利促销、“贵宾卡送好礼”“特惠单品1元秒杀”

“开业品牌签售活动”“开业酬宾抽大奖”“满额送好
礼”、汽油电子券满赠、保健品、器械、精致饮片满额
赠券、翼支付购药满减、“秋季购物节”、部分图书优
惠、订房优惠、洗浴会员充值赠礼和第七届白城汽
车博览会等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活动。

启动仪式现场，嘹亮的歌声不绝于耳，欢快的
笑声萦绕商场，各项精彩活动引人入胜。明亮的灯
光和飘扬的彩球，预示着这次“98消费节”必将刺
激消费，拉动经济，在推动白城经济社会发展的同
时，让全市人民享受到最大的实惠，收获满满的幸
福感。

多方联动乐享消费 美好生活全城共惠

新华社上海9月11日电（记者许晓青）在票
房和银幕数全国领先的上海，看电影正变得更加
便捷舒适。未来，到上海市郊体验农家乐的同
时，还可以顺路看场电影，乡镇影院近在咫尺，
农村电影放映也将更加活跃。

上海市电影局近日出台 《关于推进五个新
城、乡镇影院建设和农村电影放映工作的意见》，
在全市已有2300多块电影银幕基础上，“十四

五”期间，推进上海嘉定、青浦、松江、奉贤、
南汇五个新城及乡镇影院建设，同时推进农村电
影放映工作。

此前，上海市电影局联合多方开展调研，发
现上海城乡影院布局与城市规划的匹配度还有待
加强，城乡影院的动态平衡发展有进一步提升的
空间。目前，上海共有194家乡镇影院，主要集
中在70个乡镇，但崇明区、金山区仍有部分乡镇

存在“零影院”现象。而且，上海本地的著名品
牌影院、高科技影院、超大型影院等大多集中在
市区，乡镇地区影院的布局和品质有待提升。

根据上海市电影局的相关安排，未来上海将
引导社会资本在上海的五个新城投资建设影院，
构建与新城人口发展相匹配的影院建设格局。到

“十四五”期末的目标是，上海市郊五个新城的影
厅总数超过500个，品牌直营影院数超过20家，
每个新城至少拥有1家11厅以上或1800座以上的
特大型影院。

同时，上海鼓励社会资本填补乡镇影院建设
空白，构建城乡布局更合理的影院建设格局，到

“十四五”期末，上海的乡镇影院覆盖率将进一步
提升，影厅总数将超过1500个；此外，上海计划
打造逾100个新型农村电影放映示范点，完成农
村放映设备全部更新。

“下一站”乡镇影院！

上海加力市郊影院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