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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物资经济贸易中心的营
业 执 照 正 本 、副 本 丢 失 ，证 号
3706001803363声明作废。

●烟台市物资经济贸易中心的公
章丢失，声明作废。

●陈润远回迁安置的珠玑路6号春
天花园8号楼1202号的烟台珠玑置业

有限公司房屋差价款收据丢失，收据号
码1804101，金额152830.00元，开票时
间：2019年2月28日，声明作废。

流浪女，约60多岁，身高160cm，
智障，死者于 2018 年 11 月被我局救

助，于2020年 9月 7日 12时 7分因病
去世。经多方查找亲属无果，按规定
自本公告之日起30天后，无人认领，
本单位将按规定办理火化手续，骨灰
存留3年。

联系电话:0535-5833815。

烟台市蓬莱区民政局
2020年9月8日

死亡公告

遗失声明

公告栏
6631203 17854581238

■房产证、土地证、营运证、营业执照(个)800 元 ■公章、财务章、

各类印章(个)，支票、发票、收据(张)，税务登记证、资格证、代码证、

渔船用各类证件（个）及其它各类证件400元 ■身份证、工作证、户口

本、出生证明、下岗证(个)150元 ■残疾证、学生证、失业证(个)20元
省道218三城线莱州三山岛至云峰

铁塔路口段（K0+000-K21+956）将于

2020年 9月 10日—2020年 12月 31日

进行路面维修施工，期间将分段封闭半

幅路面，请过往车辆严格按照交通标志

及施工安全标志通行。施工给您带来的

不便，敬请谅解。

莱州市公安局

烟台市莱州公路建设养护中心

2020年9月8日

通 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烟台市人民政府批准，烟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在烟台市土地市
场网（网址:http://www.ytlands.cn）公开挂牌出让2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 单位：平方米、万元

二、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及其

他组织（法律、法规及国家相关规定限制的除
外），均可按《烟台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
牌出让规则》的要求,办理CA数字证书，申请参
加竞买。本批次出让宗地不接受联合竞买。

三、公告期、竞买保证金截止期限、挂牌出让
期

（一）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
告期为: 2020年9月9日至2020年9月29日;

（二）申请人可于2020年9月29日9时至
2020年10月10日10时,登录烟台市土地市场
网系统，提交竞买申请并通过系统网上银行交纳
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0
年10月10日10时（以烟台市土地市场网服务
器时间为准）。申请人须以办理CA数字证书的

名称一次性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帐
号由系统自动生成）。逾期，烟台市土地市场网
将自动停止受理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期
为：2020年9月29日9时至2020年10月12日
10时。

四、资格审查
依据《烟台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

出让规则》，网上挂牌交易期结束后，进入网上挂
牌出让审查期，审查期不超过3个工作日（详见
竞买须知）。

五、竞买资料的取得
申请人可于 2020 年 9 月 9 日至 2020 年

10月 10日期间，登陆烟台市土地市场网，在
首页的“‘土地市场’→‘土地出让’”栏中点击
意向地块，对意向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

求进行查询或下载（包括出让公告、竞买须
知、出让合同 (模板)、相关图件、相关附件
等）。

六、本次出让公告若内容发生变更的，烟台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按原公告渠道发布补充
公告，网上挂牌出让活动自变更公告之日起，相
应顺延。

七、出让人及联系方式
出让人：烟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地址：烟台市莱山区新苑路7号
电话：0535-6950998
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

http://www.ytlands.cn

烟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9月9日

烟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烟自然资规开告字[2020]第13号）

注：出让年限：工业用地50年。

宗地编号

烟G[2020]
5013号

烟G[2020]
5014号

地块位置

开发区黄河路以
北、松花江路以
西的I-3小区

开发区上海大
街以北，三亚
路东北侧

出让面积

4248.3

188953.4

用地性质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容积率

≥1.1

≥1.0

建筑
系数

≥40%

≥40%

绿化率

≤15%

≤15%

出 让
起始价

224

7955

竞 买
保证金

224

7955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扩大服务贸
易开放、推动金融服务业开放变革成为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
易交易会的热议话题，也折射出当前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多位
参会人士表示，在全球携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共同应对经济下
行压力背景下，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扩大服务领域开放，推
动金融业变革，将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庆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数
字经济规模从11万亿元增长到35.8万亿元，是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支撑。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怀进鹏表示，数字化已经成为
引领服务贸易蓬勃发展的强劲动力。

各地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步伐正在加快。北京市9月7日公布
多项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政策。其中，《北京市促进数字经济创新
发展行动纲要（2020-2022年）》提出，到2022年，北京市数字经
济发展水平持续提高，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地区GDP比重达到
55%，将北京打造成为全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先导区和示范区。

随着数字经济广泛应用，服务贸易形态、商业模式、交易方
式都在发生变化。“以新基建为支撑、在线服务为代表的服务经
济正在激活各个领域的发展动能，成为经济增长最具活力的部
分。”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表示。

推动服务经济发展，扩大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开放成为经济
发展一大重点。“当前中国正由以货物贸易为重点的一次开放，
走向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二次开放。”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副会长张慎峰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国出台一系列稳
定服务贸易政策措施，大力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进一步增强
市场主体活力。

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要求下，
在扩大服务贸易开放的同时，金融服务业开放变革也在加快。

“中国金融服务业不断追求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
球经济金融治理，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
提供高水平的金融支持。”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表示。

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表示，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相关
法律法规修订已基本完成。将进一步落实、落细已出台的措施。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记者8日从教育部了解到，为完善
教师资格准入办法，吸引优秀人才到中小学任教，教育部日前印
发《教育类研究生和公费师范生免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改革
实施方案》，对免试认定范围、师范生教育教学能力考核制度等
作出明确规定。

实施方案明确，招收教育类研究生、公费师范生的高等学校
从2021年起，可参加免试认定改革。实施免试认定改革的高等
学校应根据培养目标分类对本校教育类研究生、公费师范生开
展教育教学能力考核，考核合格的2021届及以后年份毕业生可
凭教育教学能力考核结果，免考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部分
或全部科目。

方案要求，实施免试认定改革的高等学校，根据师范生教师
职业能力标准，建立师范生教育教学能力考核制度，考核制度包
含培养过程性考核和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测试。

方案提出，实施免试认定改革的高等学校要严把人才培养
质量关，对教育教学能力考核合格的教育类研究生和公费师范
生，由校长签发《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并加盖学校公章。
《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有效期3年，内容包含思想品德及
师德情况、任教学段和任教科目、有效期起止时间等，由教育部
统一制定样式。

9月8日，在日本东京自民党总部，日本自民党总裁候选人
菅义伟（中）、岸田文雄（左）和石破茂在出席联合记者会前合影。

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管理委员会9月8日发布公告，内阁官
房长官菅义伟等3位候选人报名参选，这标志着日本自民党总
裁选举战正式打响。3人将在14日总裁选举投票前宣传各自主
张，角逐未来日本政府新掌门人之位。 新华社

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
确定菅义伟等3位候选人

服贸会折射
经济发展新亮点

教育部明确公费师范生免试
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范围

“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
神，使之转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在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抗疫斗争的
不平凡历程，深刻阐明伟大抗疫精神，系统
总结抗疫斗争取得的重要启示，对进一步做
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出明确
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饱含深情、振奋人
心，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针对性，在
亿万中华儿女心中引起强烈共鸣，激励我们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披荆斩棘、奋勇前进。

过去 8 个多月时间，凝成一段可歌可
泣、刻骨铭心的岁月。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14 亿中国人民进
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经受了一场
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付出巨大努力，取得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同
困难作斗争，是物质的角力，也是精神的对
垒。在同疫魔的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和中
华民族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
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
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

生命至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深厚的
仁爱传统和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
价值追求。在抗疫斗争中，党和政府始终把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从关闭离汉离鄂通道、实施史无前例的严格
管控，到不惜一切代价救治患者，为了保护
人民生命安全，什么都可以豁得出来。疫情
无情人有情，人的生命高于天。面对疫情，
每一个生命都得到全力护佑，人的生命、人
的价值、人的尊严得到悉心呵护——这是中
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最好诠释，是中华
文明人命关天的道德观念的最好体现，是中
国人民敬仰生命的人文精神的最好印证。

举国同心，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万众一
心、同甘共苦的团结伟力。疫情面前，全国
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个人冷暖、
集体荣辱、国家安危融为一体。“天使白”“橄
榄绿”“守护蓝”“志愿红”迅速集结，广大人
民群众或向险而行，或默默坚守，构筑起疫
情防控的坚固防线。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14亿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绘就了团结
就是力量的时代画卷。最伟大的力量是同
心合力，全国人民心手相牵，亿万颗心同频
共振，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舍生忘死，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敢于压
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顽强
意志。疫情突如其来，中国人民没有被吓倒，
各条战线的抗疫勇士临危不惧、视死如归，以
生命赴使命，用大爱护众生。人民是真正的

英雄，是抗疫斗争的最大底气和力量源泉。
正是因为在大灾大难前有千千万万个普通
人挺身而出，中华民族才能够经历无数灾厄
仍不断发展壮大。不向困难低头，不为挫折
气馁，这种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精气神，始终是
我们攻坚克难、开拓进取的强大动力。

尊重科学，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求真务
实、开拓创新的实践品格。面对前所未知的
新型传染性疾病，秉持科学精神，坚持科学防
控，成为抗疫斗争的鲜明特点。无论是抢建
方舱医院，还是多条技术路线研发疫苗，或者
是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有序推进复工复产，
都是对科学精神的尊崇和弘扬，为战胜疫情
提供了强大、有力支撑。人类同疾病较量最
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当相信科学、依
靠科学、使用科学蔚然成风，我们应对挑战、
开创新局就有了理性、务实的“金钥匙”。

命运与共，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和衷共
济、爱好和平的道义担当。病毒是人类共同
的敌人，重大危机面前没有谁可以独善其
身。中国秉承“天下一家”的理念，不仅对中
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
公共卫生事业尽责，发起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援助时间最集中、涉及范围最广的紧急人道
主义行动，为全球疫情防控注入源源不断的
动力。大道不孤，大爱无疆。中国积极为全

球抗疫贡献智慧和力量，充分展示了讲信义、
重情义、扬正义、守道义的大国形象，生动诠
释了为世界谋大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大国担当，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抗疫精神的五个方面，相互联系、相得
益彰，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这笔弥足珍贵的
精神财富，既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又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中国人历来抱有家
国情怀，崇尚天下为公、克己奉公，信奉天下
兴亡、匹夫有责，强调和衷共济、风雨同舟，
倡导守望相助、尊老爱幼，讲求自由和自律
统一、权利和责任统一。伟大抗疫精神，同
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特质禀赋和文化基因
一脉相承，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
精神的传承和发展，是中国精神的生动诠
释，丰富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涵。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唯
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
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经历了抗
疫斗争的洗礼，前行道路上依然充满各种风
险挑战。让我们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凝
聚起勠力同心、锐意进取的磅礴力量，奋力
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
目标任务，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新征程上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重要讲话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美国加利福尼
亚州山火今年以来累计过火面积达到200
万英亩（约8094平方公里），突破有相关记
录以来的最高值。美国林业局7日宣布，火
情依旧严峻，加州南部全部8处国家森林关
闭。美联社报道，8月15日以来，加州发生
大约900起山火，其中多数为当月雷电所
致。山火迄今造成8人死亡，超过3300处
建筑损毁。眼下，大约1.4万名消防员在加
州各火场灭火。

从以往经验看，加州火情进入9月和10
月更危急：草皮和林地经过夏日炙烤，易于
燃烧；秋日大风天气则助推火势蔓延。

加州林业和消防局发言人琳恩·托尔马
乔夫说，过火面积现在就突破纪录“令人不
安”。加州林业和消防局1987年开始追踪
这一数据，此前最高纪录是2018年的196
万英亩（7932平方公里）。

美国林业局太平洋西南地区护林员兰
迪·穆尔说，加州南部全部8处国家森林关
闭，这一决定将每日评估。另外，加州所有
国家森林野营地不对外开放。

旧金山湾区两处大火持续3周后，基本
得到控制，消防员正着力控制其他主要火
场。现有最大山火“克里克”在加州中部的
谢拉国家森林肆虐。

美联社报道，“克里克”移动迅猛，单日
移动距离达 24公里，单日过火面积达到

145平方公里。“克里克”4日开始燃烧，累计
过火面积大约300平方公里。约1000名消
防员投入灭火，未能明显控制火势。“克里
克”起火原因迄今不清楚。截至7日，疏散
令扩大到更多山地社区。山地社区居民撤
离，汇成车流。国民警卫队5日用军用直升

机从马默斯湖附近的露营区救出214人。
12人入院治疗，其中2人重伤。

另外，加州最大电力供应商太平洋天然
气和电气公司已准备好切断加州北部21个
县大约15.8万用户的电力供应，以防电线或
电力设备引发火苗。太平洋天然气和电气

公司说，已根据之前问题作出改进，今年的
断电规模将更小，时间更短，安排更智能。

高温加大用电压力，加之山火影响输电
线路，电网供电承压。加州电力系统独立监
管机构警告，如果居民不控制用电，电网或
将崩溃。

火情依旧严峻 8处国家森林关闭

美国加州山火过火面积创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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