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9 月 14 日

星期五

责编 陈冀滨

美编 童胤文 校对 高迪佳

中秋国庆将至 鲜花已上街头

梨园天桥盛开万寿菊

虽是白露时，入秋仍尚早
武汉晚报讯 （记者陶常宁 通讯员
江鸿 范进进）武汉市气象台预计，今起
未来三天， 我市高温重返30℃以上，最
高或34℃。
自6日受冷空气影响， 武汉市最高
气温已连续8天在30℃以下。 但本周后

花期进入尾声，此批换栽在梨园天桥上
的万寿菊，数量将达到万余盆。
东湖风景区园林部门负责人表示，
梨园天桥是军运会保障线路红庙立交
至梨园路段唯一的人行天桥， 将保持
“四季花开、色彩丰富”的景观效果。
▲

武汉晚报讯 （见习记者刘帅 通讯
员凃丽明）9月13日，东湖风景区园林部
门对军运会保障线路进行花卉、 绿化的
景观提升，今年首批700盆新万寿菊率先
栽种于梨园天桥上，花期将持续至元旦。
当天上午， 今年首批700盆新万寿
菊从仙桃专程运送而来，被20名养护工
人移栽在梨园天桥一侧。 据桥面养护单
位武汉市环艺园林绿化责任有限公司
工程项目经理介绍，此前栽种的孔雀草

新万寿菊率先移栽梨园天桥上，花
期将持续至元旦前
见习记者刘帅 通讯员凃丽明 摄

未来三天高温再上30℃
三天，这种相对舒适的天气按下“暂停
键”：市气象台预计，今起未来三天，受
副热带高压控制， 武汉多云到晴天，气
温回升， 最高气温将在33℃上下浮动，
不过最低仍在23℃左右。
三天具体预报：

14 日 白 天 ： 多 云 到 晴 天 ，22℃
~33℃，偏北风2到3级；
14日晚上到15日白天： 晴天到多
云，23℃~34℃，偏北风3级；
15日晚上到16日白天： 多云，24℃
~32℃，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未来购物方式“淘宝买啊”来了

全息眼镜下商品信息一目了然
武汉晚报讯（记者张珺）戴上一款
全息眼镜，手机打开淘宝呼唤“淘宝买
啊”， 眼前商品各类情况一应俱全呈现
在眼前，购物如同欣赏科幻片。 这是记
者从9月13日在杭州召开的“2018淘宝
造物节”上的体验。
本次造物节请来200余家全国淘宝

“神店”，分为主市集“奇市”、二次元“宅
市”、宠物“萌市”、非遗“文市”、美食“夜
市”、二手收藏“宝市”等6个市集。 在“未
来购物街区” 上， 记者戴上微软
HoloLens全息眼镜，在“淘宝买啊”的
帮助下，通过全息影像，让内容自己“说
话”——
—只要戴上眼镜，包括商品价格、

销量、用户评论等在内的信息将被全方
位智能识别和展示。 消费者通过手势、
语音，甚至转一转眼球，商品就会自动
落入口袋。
淘宝市场总监寇仲表示，“淘宝终
极目的就是为了改善消费者体验，而造
物节是展示新技术的最佳舞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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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调整2条公交线
294路重回银潭路
武汉晚报讯（记者王刚 通讯员饶
威）市公交办13日发布消息，为方便汉
阳四新地区居民出行， 从9月15日起，
公交517路、654路将调整运营走向。
517路首末站由原龙阳湖东路邱
家小湾至国际博览中心交通港， 调整
为龙阳湖东路邱家小湾至国际博览中
心公交场站。 654路首末站由琴台大道
琴断口至汉阳造纸厂不变， 去行走向
不变；回行走向调整为车城北路、东风
大道、龙阳大道、琴台大道回原线。
此外，同日起，公交294路将恢复
通行银潭路。 首末站由沿河大道硚口
码头至金潭路扬子江汽车不变， 去行
中途走向恢复为金银潭大道、银潭路、
张家墩、金潭路回原线；回行中途走向
恢复为金潭路、宏图路、银潭路、金银
潭大道回原线。

停水降压通知
9月16日22：00至17日7：00，因配
合地铁建设，供水管道施工，武昌白沙
洲大道龚家铺加油站至顺乐不锈钢
厂、星光大道（含南车集团等）沿线无
水。
9月16日22：00至17日18：00，因
水厂改扩建施工， 汉口解放大道古田
三路至额头湾、 南泥湾大道、 长丰大
道、常青路沿线水压下降，局部高层无
水。
请上述区域用户储水备用 （早完
工，早供水）。
更多信息请关注武汉市水务集团
有限公司官网武水在线http://www.
whwater.com或关注武汉 水 务 集 团
微信公众号

武汉市工业用地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武工告字（2018年）51号
经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政府批准，武
汉市东西湖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委托武汉
市土地交易中心东西湖区分中心 （以下简
称交易中心） 以网上挂牌交易方式出让 3
宗工业用地用途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公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
指标要求（详见附表）。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
然人和其他组织， 除因拖欠土地成交价款
等行为被纳入土地市场不良行为记录档案
或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 均可申请参
加竞买。
三、 本次工业用地挂牌出让活动在互
联网上进行， 即竞买人须通过武汉市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 （以下简称
网上交易系统）参与竞买。本次出让不接受
除通过网上交易系统提出竞买申请以外
（如电话、邮寄、书面、口头等）其他形式的

申请。
四、 本次网上挂牌出让地块的详细资
料和具体要求见网上挂牌出让文件。 意向
竞买人可于 2018 年 9 月 19 日起登录武
汉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武
汉土地市场网查询下载网上挂牌出让文件。
五、 意向竞买人可自 2018 年 10 月 8
日起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并
按照网上交易系统的操作提示交纳竞买保
证金。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到账时
间）为 2018 年 10 月 16 日 17 时整。
竞买申请人按网上挂牌出让文件的有
关规定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 获得竞买权
限。本次竞买活动的币种为人民币，不接受
外币竞买。
六、 本次工业用地网上挂牌出让按照
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各地块挂牌
起始时间为 2018 年 10 月 8 日 9 时整，各
地块挂牌截止时间按公告项目编号顺序依

次间隔 1 分钟， 本次首宗地块挂牌截止时
间为 2018 年 10 月 17 日 9 时 30 分。
地块在挂牌时间截止时， 网上交易系
统限时 5 分钟在线询问， 有竞买人在此规
定时限内表示愿意参与网上限时竞价的，
系统自动进入网上限时竞价程序， 以竞价
方式确定竞得人。
七、 竞买人参加本次网上挂牌出让活
动须办理 CA 数字证书， 办理流程请登录
网上交易系统，详见《数字证书申购指南》。
办理机构： 湖北省数字证书认证管理
中心有限公司
办理地址： 武汉市政务服务中心三楼
湖北 CA- 数字证书办理窗口
咨询电话：027-65770373
400-676-7799
八、 竞买人参加本次网上挂牌出让活
动须详细阅读网上挂牌出让文件及 《武汉
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指南》。

查询网址
武汉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交易系统cr.whtdsc.com
武汉土地市场网
www.whtdsc.com
中国土地市场网
www.landchina.com
武汉市东西湖区国土资源和规划
局gtghj.wuhan.gov.cn/dxh
咨询电话：027-83081123
联系地址：武汉市土地交易中心东
西湖区分中心[东西湖区三店中路任家
店44号二楼（原三店农场场部）]

九、本次网上挂牌公告如有变更或
补充， 以武汉市土地交易中心东西湖区
分中心发布的网上挂牌补充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武汉市东西湖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
2018年9月14日

附表：

以上地块公示面积均以实测为准，公告内容及地块供地规划条件以地块挂牌文件和最终审批的具体供地规划条件所示内容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