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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刊登各类广告

受宝塔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中心委托，我公
司将对下述国有资产按现状进行公开处置，处置
方式：网络拍卖。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宝塔区枣园温家沟村蔬菜示范园的连栋

温室蔬菜育苗区五年租赁权（使用面积约
1316.16㎡）。

2.宝塔区李渠镇种羊场闲置的8孔窑洞及
院落八年整体租赁权（面积约1071㎡）。

3.宝塔区贯屯村原贯屯小学撤并后的闲置校
舍三年租赁权，包括：门房3间，教学楼1栋（共三层

27间，面积约896㎡），院落（面积约3720.5㎡）。
二、拍卖时间：2022年5月20日上午10时
三、拍卖地点：
中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
四、标的展示时间与地点：即日起在标的所

在地展示
欢迎有意竞买者咨询、查验标的及资料，即

日起在中拍平台注册报名，办理竞买报名手续。
联系地址：陕西省延安市新区民投金融小

镇B栋二楼
联系电话：0911-2119510 13891110956

租赁权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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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绍

天蓝(1912—1984)，原名

王名衡，又名王若海，曾用笔

名白木，作家、诗人、文学翻

译家，著有诗集《像太阳般升

起》《队长骑马去了》《预言》

《天蓝诗选》，译著《演剧教

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

文艺》，歌剧剧本《军民进行

曲》(合作)，歌曲《九一八大合

唱》(合作)、《开荒》(合作)等。

天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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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星闪耀延河边
——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掠影

到延安前

天蓝 1912 年 8 月 10 日出生于
江西南昌，早年在原籍南昌王家村
读私塾，1926 年考入南昌心远中
学，同年秋发表处女作旧体诗《西
山扫墓》，1929年初中毕业后，考入
上海高中理科，组织学生文学社团
黄蔷薇社。1930 年春因参加反法
西斯活动被开除，随即转入上海光
华中学，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协助

编辑学生会会刊。1932年开始用
白木笔名在上海发表新诗《一个苍
蝇的自杀》等，先后在上海圣约翰大
学、浙江大学、燕京大学就读，均因
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而转学，后毕
业于北平燕京大学外国文学系，毕
业后在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
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戏
剧家联盟和抗日民众先锋队等组
织。在北平期间，编辑北平市革命
文化刊物《大学文艺》及左联机关刊
物《榴火》《联合文学》等，任北平作
家协会常委，负责出版部工作。
1935年参加北平“一二·九”学生运
动并任 10个学生支队的支队长之
一，曾任《大学文艺》主编。“七月”流
派著名诗人。

1937年抗战爆发后，经中共北
平市委某负责人介绍，天蓝至黄河
八路军防区，曾任山西八路军总部
秘书、翻译，到山西洪洞县八路军总
司令部任秘书、翻译及《前线》助理
编辑。

延安时期

1938年，天蓝由一位八路军将
军介绍，从山西赴延安，任延安军委
总政治部通讯股股长、火线通讯社社

长；7月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曾在
鲁艺第二期（文学系第一期）学习。
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兼编译科长，曾翻
译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立意创造无
产阶级的美学体系，拟就了《美学提
纲》。他还组织了文学团体路社，编
辑《路》墙报。同年，天蓝加入中国共
产党。1938年在《抗战文艺》上发表
长诗《队长骑马去了》，反映抗战军民
生活。

1940年主办部队文艺青年训练
班，并为学员讲文学创作课。1940
年12月当选为延安新诗歌会执行委
员。1941年12月当选为延安诗会理
事，曾在延安《文艺战线》《文艺阵地》
等刊物发表诗歌作品。1941年10月
发表长诗《我，延安市桥儿沟区的公
民》，曾与王震之、冼星海等创作歌剧
《军民进行曲》及歌曲《九·一八大合
唱》《开荒》等，1942年出版诗集《预
言》。1942年5月参加延安文艺座谈
会，当时任鲁艺文学系编译科科长、
文学系党支部书记。1944 年同吕
骥、艾青、贺绿汀等人到南泥湾体验
生活并作部队文艺活动调查。1945
年 3月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在三五
九旅作部队文艺调查的报告《部队文
艺一览》。

离开延安后

1945年，抗战胜利后，按照中央
统一部署，作为赴东北干部大队领导
人之一率队前往，主编《工人日报》、
辽西省委机关报《胜利报》，曾任黑龙
江勃利土改工作团团长。1947年任
东北《北满日报》主编，在《新华日
报》《东北日报》《人民日报》发表大
量文章，1949年任东北煤矿总工会
副主席。1952年调中央高级党校，
任语文教研室主任，并参加中国作
家协会。1954年出版《队长骑马去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太阳般升起》
等诗集。1956 年被打成胡风反革
命集团成员。1958年错划为右派，
下放中共山西省委党校任职，专注
于校注出版马克思著作，出版《〈资
本论〉浅释》，并发表报告文学、散
文等作品。1966年“文革”中被下
放到保德县山村务农。1978 年平
反，调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任
负责人，从事文学美学等学科研究
和译作；1981年调任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出版《天
蓝诗选》。

1984年4月13日逝世于北京。
（延安精神研究中心研究员 高慧琳）

经宜川县人民政府批准，宜川县自然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编号

2022-井—01
土地位置

井家村

土地面积（平方米）

63962.41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容积率

不高于0.325
建筑密度

不大于24.92%
绿化率

不小于19.60%
出让年限（年）

50
保证金（万元）

500
起始价（万元）

1570
增幅价（万元）

50

宜川县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

定者外，均可申请报名参加竞买。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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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11日至2022年5月31日到宜川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提交书
面申请后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竞买保证金的缴纳截止时间为2022年5月31日16时。经审核，具

备申请竞买条件的，我局将在 2022年 5月 31日 16时 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
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地点为宜川县自然资源局。挂
牌时间为：2022年6月1日9:00至2022年6月16日10:00的工作时间。

七、联系人：杨先生
联系电话：13619253029

宜川县自然资源局
2022年5月11日

经党中央批准，在全国组织
开展为期半年的打击整治养老诈
骗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侵害
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各类涉诈违法
犯罪。为确保我市打击整治养老
诈骗专项行动取得实效，依法维
护好老年人合法权益，切实守护
好老百姓的“养老钱”，现将我市
相关单位的举报方式和受理范围
予以公布，面向广大群众征集举
报线索。受理时间从即日起至
10月 20日。举报人应实事求是
地反映问题，利用举报捏造事实、
诬告陷害的，将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延安市打击整治养老诈骗
专项行动办公室

主要受理侵害老年人合法权
益的各类涉诈违法犯罪线索。

举报电话：0911-2166166
信箱地址：延安市新区为民

服务中心三号楼139室
延安市委网信办

主要受理属地网上涉养老诈
骗相关信息。

举报电话：0911-7097286
电子邮箱：yaswxb@126.com
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主要受理以提供“养老服
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养老
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
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等为名
实施的非法集资、诈骗犯罪。

举报电话：0911-2131559
电子邮箱：441799473@qq.com
信箱地址：陕西省延安市新

区人民路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扫黑办）

延安市人民检察院

主要受理以提供“养老服
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养老
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
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等为名
实施诈骗，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
的各种违法犯罪。

举报电话：12309
举报邮箱：延安市人民检察

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
微信公众号：延安检察

延安市公安局

主要受理以提供“养老服
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养老
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
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等为
名，实施诈骗、集资诈骗、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组织领导传销活动、
合同诈骗、制售伪劣商品，以及生
产、销售、提供假药、劣药等侵害
老年人财产权益的各类违法犯罪
行为。

举报电话：0911-2165900
电子邮箱：yadjylzp@163.com
二维码：

延安市民政局

主要受理养老服务机构(包
括养老机构以及居家养老服务设
施)涉诈问题。

举报电话：0911-7090448
举报网站：登陆延安市民政

局官方网站-互动交流-领导信
箱

延安市自然资源局

主要受理违规使用养老服务
设施用地变相开发房地产等涉诈

问题。
举报电话：0911-7090410
电子邮箱：yaszrzyj@163.com
举报网站：http：//zrzy.yanan.

gov.cn/
微信公众号：延安市自然资

源局
二维码：

延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主要受理房地产领域以房养
老涉诈问题，商品住房销售中以

“养老”名义进行虚假宣传等涉诈
问题。

举报电话：0911-70922552
电子邮箱：154611662@qq.com
信箱地址：延安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房地产市场监管科
举报网址：http://zjj.yanan.

gov.cn/web/interact/xinxiang.aspx
延安市文化和旅游局

主要受理文化旅游、艺术品
经营涉及老年人产品及活动等涉
诈问题。

举报电话：0911-8073515
电子邮箱：yaswhzf@163.com

延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要受理全市养老机构内设
的无资质医疗机构、无行医资质人
员擅自开展诊疗活动等违法行为。

举报电话：0911-12345
0911-7090842

延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主要受理利用免费健康讲
座、产品体验，开展虚假宣传，假
借专家义诊、免费旅游、健康咨询
讲座等方式推销“保健”产品，以

“养老”名义虚假宣传等违规经营
行为。

举报电话：12315
0911-7090238
0911-7090229

信箱地址：延安新区为民服
务中心1号综合楼2层238室

电子信箱：251422404@qq.com
举报网站：http://scjg.yanan.

gov.cn/appeal/form.jsp?model_id=
15&tm_id=348&hv_id=1

二维码：

延安市金融工作办公室

主要受理涉嫌养老领域非法
集资行为的举报投诉。

举报电话：0911-7099382
举报邮箱：
18509111331@wo.cn
信箱地址：陕西省延安市宝

塔区新区为民服务中心二号楼
302室（收）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延安监管分局

主要受理涉及辖内银行保险
金融服务举报等线索。

举报电话：0911-8209500
投诉电话：0911-8205399

延安市城市管理执法局

主要受理违规在城市街面张
贴养老产品宣传广告行为的举报。

举报电话：0911-7090699

延安市养老诈骗线索举报方式

（上接第一版）中方赞赏法方坚持
战略自主，希望法方推动欧盟坚持
正确对华认知，同中方相向而行，
妥善管控分歧，在共同利益基础上
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
交流合作。希望法国作为欧盟轮
值主席国，为推动中欧关系健康发
展发挥积极作用。

马克龙表示，法中建交以来，
双方一直秉持开放精神积极发展
法中关系。过去 5年，两国各领域
合作富有成果。未来 5年，法方愿
同中方深化农业、航空、民用核能、
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应对气候变
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合作，
推动法中关系取得更多积极成

果。法方愿为促进欧中关系发展
发挥积极作用。

两国领导人就乌克兰局势交
换了意见，一致认为有关各方应该
支持俄乌通过谈判恢复和平。

习近平强调，中方一直在以自
己的方式劝和促谈，支持欧洲国家
将欧洲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要
特别警惕形成集团对抗，对全球安
全稳定造成更大更持久的威胁。

马克龙表示，在乌克兰问题
上，法方同中方拥有很多共识。法
方愿同中方在双边和多边层面开
展更加紧密的协调合作。法国和
欧盟坚持独立自主战略，不赞成也
不会参加集团对抗。

习近平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