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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一小教师喜摘
全市数学优质课桂冠
本 报 讯 在刚刚结束的
“2018
年全市小学数学优秀教学课例展
示交流活动”中，上饶市第一小学
舒烈龙老师不负众望一举夺得一
等奖第一名的佳绩。 舒老师执教
的《打电话》一课设计新颖、有趣，
让学生真正感受到数学源于生
活，又用于生活。
教学中， 舒老师用幽默的教
学语言，引导学生由简到繁，由形
到数， 解决学生想解决的数学问
题。 内容上，舒老师将生物、经济
巧妙融入课中， 从而拉大数学课
的“长度”与“宽度”，加大数学课
的魅力与活力。
从舒老师身上， 我们看到了
上饶市第一小学教研团队的智慧
和凝聚力， 我们看到了在香樟精
神引领下的教师正朝着更高更远
的目标奋斗。 （唐丽丽 徐巍）

市房管局举办新修订
《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专题讲座
本报讯（草荣 记者 王调翁）11
月7日下午，市房管局邀请市委讲
师团有关人员就新修订 《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进行专题讲
座， 进一步增强党员领导干部职
工党规党纪意识。
讲座中， 授课人员围绕新修
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
重要意义、 主要内容及如何做好
学习贯彻落实等三个方面， 以新
旧《条例》比较说变化，以典型案
例剖析作阐释，对新修《条例》进
行了生动解读， 并着重就如何把
握新修《条例》的总则和违反政治
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
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的重点
问题作了详细讲解。
整个讲座内涵深刻、 内容丰
富、条理清晰，对学习贯彻新修订
《条例》 工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前瞻性和指导性。 参训人员纷纷
表示，将以本次专题授课为契机，
深入学习新修《条例》，深刻领会
条文内容和精神实质，以身作则，
带头践行廉洁自律规范， 带头维
护纪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坚决
做到守纪律、讲规矩、知敬畏、存
戒惧，切实把《条例》的具体要求
落到实处。

多部门集中整治中心城区
老商业街区市容环境卫生
本报讯 （记者夏濛 摄影报道）为
彻底解决市中心城区老商业街区市容
环境卫生问题，近日，市城管执法局联
合信州区城管执法局、爱卫办、西市街
道以及交警部门，对信江中路、信江西
路、相府路老商业街区的占道经营、乱
堆乱放、乱搭乱建、流动摊贩、乱悬挂
广告牌和横幅等市容环境卫生问题进
行集中整治。
据介绍，信江中路、信江西路、相
府路一带是城区较为繁华的老商业街
区，集批发零售为一体，人流量极大。
由于商贩繁多， 占道摆摊经营现象一
直较为突出，沿线商户乱搭乱建、乱设
广告牌、 出店占道经营等违法行为也
时有发生，沿线环境卫生也不容乐观，
严重影响我市城市形象。

上饶龙潭湖宾馆
上饶师范学院
金正圆大酒店
维多利亚皇家大酒店

墩等20多车， 拆除违规搭建钢棚2处、
占道台阶6处、LED广告90余处以及每
日清理卫生死角垃圾10余车。

百日攻坚
净化上饶

万年消防举办趣味运动会
提高社会抗御火灾能力
本报讯（记者 王调翁 摄影报道）
11月6日， 万年县消防大队举办了万
年县2018年“消防宣传月”活动启动
仪式暨首届消防趣味运动会，巧妙地
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 调动了专职
队、社会单位参与消防、支持消防的
主动性、积极性，提高了社会单位抗
御火灾能力和水平。
在专职队比赛中，队员们训练有
素，动作娴熟；在两人消火栓一盘水

带出水比赛中，参赛人员快速准确地
完成甩水带、接口、奔跑、出水灭火等
一系列动作；在灭火器接力灭火的赛
场上，当地县人民医院代表队以准确
的交接和娴熟的动作把火熄灭。比赛
项目融竞争性、趣味性、健身性、教育
性于一体，将防火、灭火、逃生自救常
识寓于比赛各个环节之中，锻炼参赛
者处乱不惊、沉着冷静扑救火灾和逃
生的能力。

玉山县冰溪镇大东门506-14号13处房产拍卖和4处商铺租赁权拍卖公告
饶产办ggz2018-163-164号
受委托， 江西爱家有限公司依照江
西省产权交易有关程序， 在产权交易网
公开挂牌玉山县冰溪大东门506-14号13
处房产拍卖和4处商铺5年租赁权。 拍卖
时间定于2018年11月23日下午14：30在
上饶市行政服务中心三楼举行拍卖会。
具体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概况及起拍价：(见表)
二、拍卖方式：采用有保留价的网上
增价拍卖方式。
三、重大事项揭示：本次拍卖标的均
未办理产权证，房产面积来自评估报告，
仅供参考。 1-13号标的以现状进行拍
卖，面积以相关部门办证确权为准。不影
响拍卖成交及成交价格。

自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11月22日16时止咨
询、展示和报名，个人凭有效身份证件、单位
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公司章程、法人身份证
到玉山县财政局二楼办理报名手续， 交纳
报名资料费500元/标的（不退还），同时交纳
竞买保证金（保证金以报名截止时间实际
到账为准），竞买未成功的保证金在五个工
作日内退还（不计息）。 竞买保证金账户【开
户行：上饶银行广信大道支行，户名：上饶市
产权经纪服务有限公司， 账号：
203103090000002468】。
联系电话：0793-8228198
13627938973（洪）13979326050（刘）
公司地址：上饶市信州区胜利路282号
江西爱家拍卖有限公司
2018 年 11 月 7 日

四、标的咨询、展示和报名时间、地点：

序号

标的名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玉山县冰溪镇大东门506-14号商铺
玉山县冰溪镇大东门506号5栋26号商铺
玉山县冰溪镇大东门508号1栋2单元602号
玉山县冰溪镇大东门506号3栋1单元602号
玉山县冰溪镇大东门506号9栋1单元402号
玉山县冰溪镇大东门506号10栋2单元501号
玉山县冰溪镇大东门506号10栋4单元501号
玉山县冰溪镇大东门506号4栋2单元402号
玉山县冰溪镇大东门506号5栋16号杂间
玉山县冰溪镇大东门506号10栋9-1号杂间
玉山县冰溪镇大东门506号10栋9-2号杂间
玉山县冰溪镇大东门506号10栋17-1号杂间
玉山县冰溪镇大东门506号10栋17-2号杂间

序号

标的名称

14
15
16
17

玉山县津门路499号6栋38号
玉山县津门路499号6栋39号
玉山县津门路499号6栋40号
玉山县津门路499号6栋41号

弋阳县杨桥路33号等共十处房产（三年）招租公告
饶产办ggz 2018-165号
受委托， 江西元利拍卖有限公司定于2018年11月22日15:00在上
饶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上饶市行政服务中心三楼）举行拍卖会。具体
公告如下：
一、拍租标的概况：（见表）
二、重大事项：

本报发行支持单位

为确保老商业街区整治顺利推
进，取得实效，市、区整治部门联合成
立了专项整治小组，制定了详细的整
治方案，召开了整治工作动员会议，对
整治工作事宜做了详细部署。 按照整
治方案的安排， 交警部门对老商业街
区车辆乱停乱放进行了有序规范，城
管部门对占道经营、乱堆乱放、乱搭乱
建、流动摊贩、乱悬挂广告牌和横幅等
违法现象进行清理整治，清理整治拆
除后的垃圾及卫生死角由环卫部门进
行清除到位……
在各部门通力协作下，整治工作
顺利推进， 一大批长期以来未解决的
环境卫生难题都被一一解决到位。 据
统计， 截至目前共整治出店占道经营
300余起， 清理占道废弃家具杂物、石

1、标的交付时间以租赁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2、标的成交后，承租方应在合同签订五个工作日内付清首年租
金、合同押金（三个月租金）及承租方所需承担的各项费用；
3、租金交付方式为年缴，次年开始递增上年的百分之五；
4、标的③、④、⑥、⑦的意向承租方在报名时需要交纳移接交经
费。 其中，标的③、④、⑥的移接交经费均为30000元；标的⑦的移接交
经费为100000元。
三、拍卖方式：采用网上拍卖
（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式。
四、标的咨询与展示：自公告之日起即行咨询和展示。
五、报名方式：自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11月21日下午16时止，具备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单位，个人凭身份证，单位凭营业执照
复印件和法人代表委托书到江西省产权交易所上饶办事处或本公司
指定地点办理报名手续并领取本次拍卖会资料，另于11月19日至20日

在弋阳县城投服务公司内设报名点。报名资料费及竞买保证金具体金
额详见上表， 竞买报名资格认定以保证金实际达到指定账户时间为
准，竞买成功的竞买人保证金抵作拍租价款、佣金、产权交易费等，未
序号

产权证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弋房权证弋江镇字第5-2099号
弋房权证弋江镇字第5-2099号
弋房权证弋江镇字第五-2091号
弋房权证弋江镇字第五-2091号
弋房权证弋江镇字第五-2091号
弋房权证弋江镇字第五-2091号
弋房权证弋江镇字第五-2091号
未办证
未办证
未办证

建筑面积
（㎡）
47.44
55.4
140.41
131.99
123.16
123.71
123.71
85.22
19.46
11.78
11.78
10.1
10.1

规划 所在 起拍价 保证金
用途 层数 （元） （万元）
店铺
1
521900
10
店铺
1
609400
10
6
481700
10
住宅
住宅
6
452800
10
4
441000
10
住宅
5
430600
10
住宅
5
430600
10
住宅
4
305100
10
住宅
杂间
1
81800
2
杂间
1
49500
2
杂间
1
49500
2
杂间
1
42500
2
1
42500
2
杂间

建筑面积 规划 租赁 起拍价 保证金
用途 年限
（万元）
（㎡）
整体拍租
46.83
起拍价：
商铺
38.93
5
8
3492元/
46.81
月
51.12

竞买成功的竞买人保证金在五个工作日内退还（不计息），报名资料费
不退还。竞买保证金指定账户【开户行：上饶银行广信大道支行，户名：
上饶市产权经纪服务有限公司，账号：203103090000002468】。
联系电话：15707935498（周先生）
公司地址：上饶市信州区凤凰大道99号江南商贸城内

面积 所在楼
（㎡） 层/总层
数
弋阳县解放路8号-16
50
1/1
75
1/1
弋阳县解放路8号-14
38
1/3
弋阳县杨桥路33号
38
1/3
弋阳县杨桥路35号
30
1/3
弋阳县杨桥路37号
40
1/1
弋阳县杨桥路39号
102
1/3
弋阳县杨桥路43、45号
85
1/5
弋阳县后山岭路1号（弋阳宾馆旁）
1/5
弋阳县志敏大道14号北起第十四间（人民医院旁） 17
50
1/3
弋阳县城南中医院东大门（靠大边）
坐落

注：报名时须告知意向标的，若保证金足够，可竞拍意向标的中的任意一个标的。

江西元利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8日

用途 租期 起拍价
首年
（元/年）
店面 三年 21000
店面 三年 42000
店面 三年 58000
店面 三年 58000
店面 三年 55000
店面 三年 60000
店面 三年 122000
店面 三年 16800
店面 三年 15750
店面 三年 18900

保证金 报名费
（元） （元）
25000
50000
75000
75000
70000
75000
15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
300
400
400
400
400
800
200
200
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