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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去年底提高到60%以上

国家发改委19日召开4月份
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孟
玮介绍新型城镇化工作进展时透
露，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目
标顺利实现。2020年底，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提高到60%以上、户籍人
口城镇化率提高到45 .4%。 中新

我国首个火星车
“芳名”将揭晓

自2016年将4月24日设立为中
国航天日以来，中国航天日已成为
公众每年一次与航天近距离接触、
互动交流的嘉年华。4月19日，国家
航天局详细公布并介绍了今年中
国航天日的看点和安排，其中我国
首个火星车名称、月球样品首次离
京展出等看点令人期待。 新华

教育部公开曝光8起
教师违反师德行为案例

教育部日前对8起违反教师
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典型问题进行
公开曝光。教育部高度重视教师
队伍师德师风建设工作，要求各
地各校对师德违规问题要主动出
击、及时处置，把“害群之马”及时
清除出教师队伍，努力营造教育
领域良好生态。 新华

“以身试毒”，英国再次
启动“人体挑战试验”

英国科学家19日启动一项新
的“人体挑战试验”，将刻意让感染
过新冠病毒的受试者再次接触病
毒，以观察免疫反应以及是否会再
次感染。挑战试验首席研究员、牛
津大学疫苗学家海伦·麦克沙恩
说，试验提供的信息“能让我们开
发出更好的疫苗和疗法，并了解人
感染新冠病毒过后是否得到保护
以及保护力持续多久”。 新华

美国“机智”号直升机
完成在火星上的首飞

据美媒19日报道，美国国家航
空航天局(NASA)表示，火星上第
一架无人直升机———“机智”号直
升机已成功完成了它在火星上“历
史性”首次飞行。据报道，“机智”号
直升机搭载“毅力”号火星车于
2021年2月成功降落在火星表面，
它的首次飞行曾被推迟数次。中新

尼日尔西部一村庄遇袭
造成19名平民死亡

尼日尔国防部长阿尔卡苏
姆·因达图18日说，多名武装分子
17日晚对该国西部蒂拉贝里大区
一个村庄发动袭击，造成19名平
民死亡。截至目前，尚无任何组织
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 新华

股民，你要了解
这种“特别”诉讼

证监会近日宣布，中小投资
者服务中心接受50名以上投资者
委托，对康美药业启动特别代表
人诉讼。这是我国首单证券纠纷
特别代表人诉讼。由于非常分散、
单个投资者索赔金额较小等原
因，许多中小投资者受到证券违
法行为侵害时，往往会放弃权利
救济，首单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
诉讼的开启，标志着破解这些难
题的探索进入新阶段。 新华

财经

A股放量上攻
创业板指数涨逾4%

真会玩！新娘通过直播
看新郎接亲全过程

现在年轻人结婚越来越与时
俱进，新娘通过直播看新郎在楼下
接亲全过程。4月18日，湖北武汉，
新娘郭女士在楼上通过手机直播
软件，看新郎在楼下接亲过五关斩
六将全过程。在新郎跳舞环节，新
娘还在直播中评论：不跳不行，不
开门，回去吧。网友：真会玩！中新

据国家卫健委网站消息，关
注到“北医三院肿瘤内科医生反
映肿瘤治疗黑幕”有关网络信息
后，国家卫健委高度重视，立即组
织对有关情况和反映的问题进行
调查核实。相关问题一经查实，将
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绝不姑息。相
关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中新

医生反映肿瘤治疗黑幕
国家卫健委展开调查

发改委：严禁变相
建设地铁、轻轨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
孟玮19日说，我国将强化规划引导
和约束作用，明确国家级中长期、五
年发展规划和区域性铁路发展规
划体系。强调既有高铁能力利用率
不足80%的原则上不得新建平行线
路；规范城际、市域（郊）铁路发展，
严禁变相建设地铁、轻轨。 新华

本周首个交易日，A股放量上
攻。沪深股指涨幅分别超过1%和
2%，创业板指数大涨逾4%。大部
分行业板块随股指上涨。沪深两
市分别成交约3685亿元和4931亿
元，总量突破8600亿元，较前一交
易日明显放大。 新华

宽带和专线平均资费
今年再降10%

工信部19日对外表示，2021年
将继续实施网络精准降费，面向中
小企业用户，宽带和专线平均资费
再降低10%。五年来，企业宽带和
专线单位带宽平均资费降幅超过
70%。网络提速降费大幅降低了产
业数字化转型的门槛。 新华

世界曾经的最大冰山
已不复存在

卫星图像显示，世界曾经的
最大冰山A68分解、消融，如今不
复存在。A68冰山2017年7月从南
极拉森C冰架脱离后一直漂泊海
上，面积最大时接近6000平方公
里。据英国媒体18日报道，这座冰
山已经碎成若干小块。 新华

大宗商品价格不具备
长期上涨的基础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
19日表示，目前大宗商品供需两
端并没有出现整体性、趋势性变
化，其价格不具备长期上涨的基
础。预计今年CPI同比涨幅总体
呈温和上涨态势。 新华

中国自研肿瘤治疗技术
“海扶刀”落地墨西哥

4月18日，中国自主研发的聚
焦超声无创肿瘤治疗技术“海扶
刀”落地墨西哥中部普埃布拉州，
助力当地肿瘤等疾病治疗。该技术
由中国首创，利用体外高强度聚焦
超声波产生高温，以消融患者体内
肿瘤细胞，无需开刀便能实现无创
手术，已被英国、德国、阿根廷等国
的医疗机构使用。 新华

一边是碳达峰碳中和，一边
是经济社会发展，如何齐头并进？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日前表示，科
技是保障二者同时实现的关键，
碳达峰碳中和将检验并催生一系
列科学结论、科学方法以及技术
创新成果。 新华

碳达峰碳中和
将催生一系列创新成果

经莒南县人民政府批准，莒南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挂牌出让2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出让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宗地基本情况和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备注：1 .该2宗地出让范围内的原有

土地权利证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废

止。

2 .该2宗地具体情况详见出让文件。

3 .出让土地为现状土地，出让人不

负责出让地块的清理和整理；地下管

道、管线等迁移、移位、清理等，均由

竞得人自行处理。出让人对出让地块的

瑕疵不承担任何责任。

二、申请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

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政策等另

有规定及列入莒南县土地市场诚信体系

黑名单的外，均可申请参加。

三、申请与登记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实行网上交易，申请人须办理电子签名

认证证书后，登录临沂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网上交易系统，在提交竞买申请截

止时间之前交纳竞买保证金，按宗地下

载出让文件，并按出让文件要求和系统

提示填写竞买申请书并冻结竞买保证

金。出让文件规定申请人须提交其他材

料的，申请人应同时上传该资料的电子

图片，提交人工审核。网上交易不接受

除网上竞买申请以外其他方式的申请。

申请人提交竞买申请并冻结竞买保

证金的时间为2021年4月28日上午8时30

分至2021年5月17日下午3时30分，逾期

不予受理。竞买人模式下实行“一竞买

人一地块一子账号”，竞买人每次竞买

土地时必须重新生成子账号，不能使用

以前生成的子账号。申请人竞得土地后

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在申请

书中必须予以说明并明确新公司的出资

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

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

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21

年4月19日至2021年5月17日到临沂市公

共资源网上交易系统获取挂牌出让文

件。

四、挂牌时间、竞价方式

挂牌出让采取登录交易系统网站网

上报价方式，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

得人。挂牌时间为2021年5月10日上午8

时30分至2021年5月19日上午9时。挂牌

时间截止时，交易系统将询问有报价的

竞买人是否愿意继续竞价，有竞买人表

示愿意继续竞价的，无需缴纳差价保证

金询问期结束后直接进入网上限时竞价

(中间没有时间间隔)，如遇特殊情况会

在临沂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公告择期

进行人工现场竞价，通过竞价确定竞得

人。

五、缴款到账有关事项

竞买人缴款到账以网上交易系统反馈到

银行系统的报文信息为准。因网络延迟

或网络不通，交易系统不能向银行系统

反馈缴款到账信息的，属于单边账，视

为缴款不成功。缴款不成功的，银行将

做退款处理，竞买人在缴款后应及时登

录交易系统核对到账信息。竞买人应当

避免在截止期限前的最后24小时缴款，

如出现缴款异常情况，请竞买人与有关

银行及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联系。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的事项如有变更，将发布变更公

告，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七、出让宗地现场踏勘时间

申请人自行踏勘现场。

莒南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地址：莒南

县隆山路与文化路交会处向西500米路南

(文化路以南、北三路以北、文体路以

西、文博路以东)。
咨询电话：0539-7229618

7919198-8010

技术支持：0539-8770063

莒南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4月19日

宗地
编号

土地坐落
出让面
积(m2)

土地
用途

出让年
限(年)

规划
条件

起始价
(万元)

竞买保证金
(万元)

加价幅度
(万元)

备注

莒南
2021
-

G02
号

位于县城淮海路北侧，庆丰
路以南，四至：北至庆丰路，
东至政府储备用地，南至淮
海路，西至政府储备用地

34316
工业
用地

40年

容 积 率 ≥
1 . 0；建筑密
度≥ 4 0 %；
绿 地 率 ≤

15%

841 841 8

准入产业类型：其他制造业，

固定资产投资强度≧120万元
/亩，亩均税收≧15万元，单位
能耗增加值≧4 . 2万元/吨标
煤，单位排放增加值≧384万
元/吨，R&D经费支出与主营

业务收入之比≧1 . 1%

莒南
2021
-

G03
号

位于县城淮海路北侧，莒南
县美达电力实业有限公司
以西，四至：北至庆丰路，东
至莒南县美达电力实业有
限公司，南至淮海路，西至

政府储备用地

32348
工业
用地

40年

容 积 率 ≥
1 . 0；建筑密
度≥ 4 0 %；
绿 地 率 ≤

15%

793 793 8

准入产业类型：其他制造业，

固定资产投资强度≧120万元
/亩，亩均税收≧15万元，单位
能耗增加值≧4 . 2万元/吨标
煤，单位排放增加值≧384万
元/吨，R&D经费支出与主营

业务收入之比≧1 . 1%

莒南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莒南自然资规告字〔2021〕10号 )

新型深水取样系统
顺利通过海试验收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
所了解到，该所研究人员自主研
发的“中科海开拓”系列3500米级
深水可视化可控沉积物柱状取样
系统，在南海获取单柱、连续、低
扰动沉积物柱状样品15 . 83米，
顺利通过海试验收，并入列“海洋
地质九号”地球物理勘探船。新华

外交部：“强迫劳动”
这顶帽子是美国自己的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9日
表示，美国反复炒作抹黑新疆存
在“强迫劳动”，但事实表明，“强
迫劳动”这顶帽子是美国自己
的。中方奉劝美方认真倾听国际
社会的关切，认真检视自身存在
的严重人权问题，并采取切实措
施加以改进。 新华

内蒙古成功堵截
蒙古国草原大火

针对18日发生在中蒙边境附
近的蒙古国草原火灾，内蒙古自
治区锡林郭勒盟立即组织力量进
行拦截。截至19日7时，中方出动
600余人共同奋力扑救，靠近中方
边境一线明火全部堵截在边境巡
逻道和防火隔离带以北。 新华

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
5G移动网络

“十三五”以来，我国建成了
全球规模最大的信息通信网络。
光纤宽带用户占比从2015年底的
56%提升至94%，4G基站规模占
全球总量的一半以上，5G网络覆
盖所有地级市，手机终端连接数
达2 . 6亿。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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