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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2004 年 6月 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09 号
公布 根据 2011 年 1月 8日叶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
政法规的决定曳修订冤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地震监测活动的管理袁提高地震监

测能力袁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曳的有关规定袁制
定本条例遥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地震监测台网的规划尧建设和管

理以及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的保护遥
第三条 地震监测工作是服务于经济建设尧国防建设和

社会发展的公益事业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地震监测工作纳入本级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遥
第四条 国家对地震监测台网实行统一规划袁 分级尧分

类管理遥
第五条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地震监测

的监督管理工作遥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

机构袁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地震监测的监督管理工作遥
第六条 国家鼓励尧支持地震监测的科学研究袁推广应

用先进的地震监测技术袁开展地震监测的国际合作与交流遥
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尧边远贫困地

区和海岛的地震监测台网的建设和运行遥
第七条 外国的组织或者个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从事地震监测活动袁必须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合作进行袁并经国务院
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批准遥
从事前款规定的活动袁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

法律尧法规的规定袁并不得涉及国家秘密和危害国家安全遥
第二章 地震监测台网的规划和建设

第八条 全国地震监测台网袁 由国家地震监测台网尧省
级地震监测台网和市尧县地震监测台网组成遥
专用地震监测台网和有关单位尧个人建设的社会地震监

测台站渊点冤是全国地震监测台网的补充遥
第九条 编制地震监测台网规划袁 应当坚持布局合理尧资

源共享的原则袁并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相协调遥
第十条 全国地震监测台网总体规划和国家地震监测

台网规划袁由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根据全国地震监测预
报方案商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袁并负责组织实施遥
省级地震监测台网规划袁由省尧自治区尧直辖市人民政府

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袁根据全国地震监测台网
总体规划和本行政区域地震监测预报方案制定袁报本级人民
政府批准后实施遥
市尧县地震监测台网规划袁由市尧县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

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袁 根据省级地震监测台网规划制定袁
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遥
第十一条 省级地震监测台网规划和市尧县地震监测台

网规划需要变更的袁应当报原批准机关批准遥
第十二条 全国地震监测台网和专用地震监测台网的

建设袁应当遵守法律尧法规和国家有关标准袁符合国家规定的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程序袁保证台网建设质量遥

全国地震监测台网的建设袁应当依法实行招投标遥
第十三条 建设全国地震监测台网和专用地震监测台网袁

应当按照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的规定袁 采用符合国家标
准尧行业标准或者有关地震监测的技术要求的设备和软件遥
第十四条 下列建设工程应当建设专用地震监测台网院
渊一冤坝高 100 米以上尧库容 5亿立方米以上袁且可能诱

发 5级以上地震的水库曰
渊二冤受地震破坏后可能引发严重次生灾害的油田尧矿山尧

石油化工等重大建设工程遥
第十五条 核电站尧水库大坝尧特大桥梁尧发射塔等重大

建设工程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袁设置强震动监测设施遥
第十六条 建设单位应当将专用地震监测台网尧强震动

监测设施的建设情况袁报所在地省尧自治区尧直辖市人民政府
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备案遥
第十七条 国家鼓励利用废弃的油井尧矿井和人防工程

进行地震监测遥
利用废弃的油井尧 矿井和人防工程进行地震监测的袁应

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遥
第十八条 全国地震监测台网的建设资金和运行经费袁

按照事权和财权相统一的原则袁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承担遥
专用地震监测台网尧强震动监测设施的建设资金和运行

经费袁由建设单位承担遥
第三章 地震监测台网的管理

第十九条 全国地震监测台网正式运行后袁不得擅自中止
或者终止曰确需中止或者终止的袁国家地震监测台网和省级地
震监测台网必须经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批准袁市尧县地震
监测台网必须经省尧自治区尧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
作的部门或者机构批准袁并报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备案遥
专用地震监测台网中止或者终止运行的袁应当报所在地

省尧自治区尧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
机构备案遥

第二十条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袁应当对专用地
震监测台网和社会地震监测台站渊点冤的运行予以指导遥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为全国地震
监测台网的运行提供必要的通信尧交通尧水尧电等条件保障遥
全国地震监测台网尧专用地震监测台网的运行受到影响

时袁当地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采取紧急措施袁尽快恢
复地震监测台网的正常运行遥
第二十二条 检测尧传递尧分析尧处理尧存贮尧报送地震监

测信息的单位袁应当保证地震监测信息的安全和质量遥
第二十三条 专用地震监测台网和强震动监测设施的

管理单位袁应当将地震监测信息及时报送所在地省尧自治区尧
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遥

第二十四条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袁应当加强对
从事地震监测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袁提高其专业技术水平遥

第四章 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的保护
第二十五条 国家依法保护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

环境遥
地震监测设施所在地的市尧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地震

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的保护工作遥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

测环境的义务袁对危害尧破坏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
的行为有权举报遥
第二十六条 禁止占用尧拆除尧损坏下列地震监测设施院
渊一冤地震监测仪器尧设备和装置曰
渊二冤供地震监测使用的山洞尧观测井渊泉冤曰
渊三冤地震监测台网中心尧中继站尧遥测点的用房曰
渊四冤地震监测标志曰
渊五冤地震监测专用无线通信频段尧信道和通信设施曰
渊六冤用于地震监测的供电尧供水设施遥
第二十七条 地震观测环境应当按照地震监测设施周

围不能有影响其工作效能的干扰源的要求划定保护范围遥 具
体保护范围袁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
或者机构会同其他有关部门袁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规定的最小
距离划定遥

国家有关标准对地震监测设施保护的最小距离尚未作
出规定的袁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
者机构会同其他有关部门袁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规定的测试方
法尧计算公式等袁通过现场实测确定遥
第二十八条 除依法从事本条例第三十二条尧第三十三

条规定的建设活动外袁禁止在已划定的地震观测环境保护范
围内从事下列活动院

渊一冤爆破尧采矿尧采石尧钻井尧抽水尧注水曰
渊二冤在测震观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设置无线信号发射装

置尧进行振动作业和往复机械运动曰
渊三冤在电磁观测环境保护范围内铺设金属管线尧电力电

缆线路尧堆放磁性物品和设置高频电磁辐射装置曰
渊四冤在地形变观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进行振动作业曰
渊五冤在地下流体观测环境保护范围内堆积和填埋垃圾尧

进行污水处理曰
渊六冤在观测线和观测标志周围设置障碍物或者擅自移

动地震观测标志遥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

的部门或者机构袁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在地震监测设施附近设立
保护标志袁标明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保护的要求遥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
的部门或者机构袁应当将本行政区域内的地震监测设施的分
布地点及其保护范围袁报告当地人民政府袁并通报同级公安
机关和国土资源尧城乡规划尧测绘等部门遥

第三十一条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应当考虑
保护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的需要遥
第三十二条 新建尧扩建尧改建建设工程袁应当遵循国家

有关测震尧电磁尧形变尧流体等地震观测环境保护的标准袁避
免对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造成危害遥 对在地震观测
环境保护范围内的建设工程项目袁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
乡规划主管部门在核发选址意见书时袁应当事先征求同级人
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的意见曰负责管理
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在 10日内反馈意见遥
第三十三条 建设国家重点工程袁确实无法避免对地震

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造成破坏的袁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的
要求袁增建抗干扰设施或者新建地震监测设施后袁方可进行
建设遥
需要新建地震监测设施的袁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

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袁可以要求新建地震监测设施
正常运行 1年以后袁再拆除原地震监测设施遥

本条第一款尧第二款规定的措施所需费用袁由建设单位
承担遥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袁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

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
者机构的工作人员袁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袁发现违法行为不
予查处或者有其他滥用职权尧玩忽职守尧徇私舞弊行为袁构成
犯罪的袁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曰尚不构成犯罪的袁
对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遥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袁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袁

由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
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责令改正袁并要求采取相应
的补救措施袁对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袁依法给予行
政处分院

渊一冤未按照有关法律尧法规和国家有关标准进行地震监
测台网建设的曰

渊二冤未按照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的规定采用地震
监测设备和软件的曰

渊三冤擅自中止或者终止地震监测台网运行的遥
第三十六条 有本条例第二十六条尧第二十八条所列行

为之一的袁由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给予警告袁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袁对个人可以处 5000 元以下的罚款袁对单位处 2
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曰构成犯罪的袁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曰造成损失的袁依法承担赔偿责任遥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袁建设单位从事建设活

动时袁 未按照要求增建抗干扰设施或者新建地震监测设施袁
对地震监测设施或者地震观测环境造成破坏的袁由国务院地
震工作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
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责令改正袁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相应
的补救措施曰情节严重的袁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
法曳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处以罚款曰构成犯罪的袁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曰造成损失的袁依法承担赔偿责任遥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袁外国的组织或者个人

未经批准袁擅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
辖的其他海域进行地震监测活动的袁由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
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袁 没收监测成果和监测设施袁 并处 1
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曰 情节严重的袁 处 10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的罚款遥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火山监测的管理袁参照本条例执行遥
第四十条 本条例自 2004 年 9月 1日起施行遥 1994年 1

月 10 日国务院发布的 叶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保护
条例曳同时废止遥

保山市地震局 宣

关 于 注 销 叶 经 营 保 险
业 务 许 可 证 曳 的 公 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

山监管分局批准袁注销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袁现予
以公告遥
机构名称院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腾冲支

公司

成立日期院2016年 12月 23日
业务范围院人寿保险尧健康保险尧意外伤害保险

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袁以及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
他人身保险业务曰总公司授权的其他业务遥
经营区域院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市
机构编码院000086530522
机构住所院云南省保山市腾越镇火山社区绮群

小区 256号
负责人姓名院付金贵
邮政编码院679100
联系电话院0875要8995317

关 于 颁 发 叶 经 营 保 险
业 务 许 可 证 曳 的 公 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

山监管分局批准袁颁发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袁现予
以公告遥

机构名称院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腾冲支
公司

成立日期院2016 年 12月 23日
业务范围院人寿保险尧健康保险尧意外伤害保险

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袁以及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
他人身保险业务曰总公司授权的其他业务遥

经营区域院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市
机构编码院000086530522
机构住所院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市腾越镇观音塘

社区滨河小区 34号二层东侧区域
负责人姓名院付金贵
邮政编码院679100
联系电话院0875要5195300

减资公告

云南林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袁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院91530522727294206U袁
经公司股东决定袁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减少注册资本遥 公司注册资本由
6000 万元渊大写院陆仟万元整冤人民币
减少至 3888万元渊大写院叁仟捌佰捌拾
捌万元整冤人民币袁请债权人自公告之
日起 45日内袁 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
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遥

特此公告
联系人院张月秋
联系电话院13987574856
云南林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声明作废

银四川省隆阳县普润乡青村 4组周
清琴不慎遗失红星城乡投置业有限公司

开具的购房认筹金叶收款收据曳一份袁编
号院0021748,金额院壹万元整渊预10000元冤袁
特声明作废遥 银王仁学不慎遗失腾冲万
汇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岚风 1
栋 5-202房款收据 1份袁 金额院731029

元袁编号院Q0007148袁特声明作废遥银代茜
不慎遗失腾冲恒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具的栖云间二期一批次语山郡 8-1-
A-2 -201 房款首期收据一份袁 编号
Q0002458袁金额 149605元袁栖云间二期
一批次语山郡 8-1-A-2-201 装修款收
据一份袁编号 Q0002129袁金额 43564元袁
特声明作废遥 银保山卫达快递服务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 叶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曳袁
编号院云邮 20100085B袁特声明作废遥银杨
榕不慎遗失由大理大学颁发的成人高等

教 育 毕 业 证 书 袁 证 书 编 号 院
106795201606004669,专业:临床医学袁特
声明作废遥 银施甸县仁和镇榕兴药房第
二门店不慎遗失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
经营许可证曳副本袁证号院滇 DB5210018袁
特声明作废遥 银施甸县仁和镇榕兴药房
不慎遗失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经营许
可证曳副本袁证号院滇 DB5210048袁特声明
作废遥 银林金顺不慎遗失由保山红星城
乡投置业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1月 23
日开具的青花海 PARK3 号楼 2 单元
1701室购房定金收据客户联袁收据号码院
翼0003315袁金额院陆万元整渊60000 元冤曰
不慎遗失由保山红星城乡投置业有限公

司于 2018 年 11月 23日开具的青花海

PARK3号楼 2单元 1701室购房款收据
客户联袁收据号码院翼0004145袁金额院壹拾
贰万零柒元整渊120007元冤袁特声明遗失遥
银常瑞不慎遗失腾冲恒达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开具的栖云间叶收据曳一份袁收据
编号院Q0001973袁金额院伍万元整渊预50000
元冤袁特声明作废遥 银张体春不慎遗失保
山红星城乡投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 叶收
款收据曳一份袁编号院0017900袁内容院房子
尾款袁金额院400000元袁特声明作废遥银隆
阳区艺海轩家具经营部袁 毛敏娴不慎遗
失国税尧地税叶税务登记证曳正本袁国税证
号 院 云国税字 53300119761230004201
号 曰 地 税 证 号 院 云 地 税 字

53300119761230004201号袁特声明作废遥

经龙陵县人民政府批准袁拟向社会公开拍卖以下地块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袁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院
一尧宗地的基本情况及规划要求院宗地位于龙陵县龙山镇

赧场社区永昌路国有建设用地 1宗渊21个地块冤袁土地用途院住
宅用地渊兼容商业臆20%冤袁出让年限院住宅用地 70年尧商业用
地 40年袁竞买保证金每地块 10万元袁每交纳 10万元可参与任
意一地块竞买袁依此类推遥

宗地号院530523100306GB00013

二尧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尧自然人和其他组织

均可申请参加袁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袁也可以联合申请遥
报名须知院1.竞买人在报名和参加拍卖时袁应持本人身

份证原件遥 2.公司尧企业参加竞买的袁应携带营业执照原件及
复印件尧法定代表人渊负责人冤身份证明原件及代理人授权委
托书原件曰3.参加竞买前袁需按相应标的交纳竞买保证金袁并
签订叶竞买协议曳袁确定竞买号牌方可参加竞买遥

三尧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采用增价拍卖方
式袁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遥

四尧 报名时间及地点院2020年 6月 29日至 2020年 7月
20 日 渊上午 8:30-11:30曰 下午 14:30-17:30 法定节假日除
外冤袁 凭交纳保证金单据和有效证件到龙陵县政务服务中心
二楼保山万盛馨安拍卖有限公司窗口办理竞买登记相关手
续,方可取得竞拍资格袁逾期不予办理遥

五尧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至时间为 2020年 7月 20 日 16
时遥经审核袁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袁具备竞买申请条
件的袁将在 2020年 7月 20日 16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遥

六尧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活动定于 2020 年 7
月 21日 14时在龙陵县玉龙商务酒店七楼会议室举行遥

七尧土地成交后涉及的相关税尧费尧拍卖佣金渊按成交价
的 0.95 %收取冤由买受人承担袁拍卖佣金于拍卖当日付清遥

八尧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院
1.按宗地现状利用条件进行出让遥
2. 买受人应在签订成交确认书后 7日内到龙陵县自然

资源局签订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曳遥 自签订叶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曳之日起 7 日内交清全部土地出让
金遥不能按时支付土地出让金的袁自滞纳之日起袁每日按延迟
支付款项的 3译向出让人交纳违约金遥 延期付款超过 60 日
的袁出让人有权解除合同袁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袁并由买受人
向出让人赔偿损失遥

3.交地时间院竞得人付清全部土地成交价款及相关税费
后 7个工作日内交地遥

4.交地条件院现状交地遥
5.规划条件及建设期限院严格按龙陵县自然资源局叶龙

陵县建设用地规划条件曳渊龙地规件[2019]37号冤要求袁严格
按规划确定的用途和条件进行开发建设袁并遵循节约集约用
地原则遥 宗地不得用于叶限制用地项目目录渊2012 年本冤曳和
叶禁止用地项目目录渊2012 年本)曳中规定的限制和禁止类项
目建设遥 竞买人在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后袁必须在 1年内开
工建设袁3年内完成竣工验收遥

九尧联系方式
拍卖公司联系人院朱先生 13987589168

李女士 13577566274
龙陵县自然资源局联系电话院段股长 0875要6127482
十尧交纳保证金账户
开户单位院龙陵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户银行院中国建设银行龙陵县支行
银行账号院53001727236051004892
联系电话院0875要6120597

龙陵县自然资源局
保山万盛馨安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 6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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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陵县龙山镇赧场社区永昌路 530523100306GB00013 号宗地拍卖出让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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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30523100306

GB00013-1
240

住宅用地

（兼容商业）

＞1.0,

≤5.0
≤97% ≤20%

住宅70年

商服40年
7500 1800000

100000

元/地块

2
530523100306

GB00013-2
180

住宅用地

（兼容商业）

＞1.0,

≤5.0
≤97% ≤20%

住宅70年

商服40年
7500 1350000

100000

元/地块

3
530523100306

GB00013-3
240

住宅用地

（兼容商业）

＞1.0,

≤5.0
≤97% ≤20%

住宅70年

商服40年
7500 1800000

100000

元/地块

4
530523100306

GB00013-4
180

住宅用地

（兼容商业）

＞1.0,

≤5.0
≤97% ≤20%

住宅70年

商服40年
7500 1350000

100000

元/地块

5
530523100306

GB00013-5
240

住宅用地

（兼容商业）

＞1.0,

≤5.0
≤97% ≤20%

住宅70年

商服40年
7500 1800000

100000

元/地块

6
530523100306

GB00013-6
180

住宅用地

（兼容商业）

＞1.0,

≤5.0
≤97% ≤20%

住宅70年

商服40年
7500 1350000

100000

元/地块

7
530523100306

GB00013-7
240

住宅用地

（兼容商业）

＞1.0,

≤5.0
≤97% ≤20%

住宅70年

商服40年
7500 1800000

100000

元/地块

8
530523100306

GB00013-8
180

住宅用地

（兼容商业）

＞1.0,

≤5.0
≤97% ≤20%

住宅70年

商服40年
7500 1350000

100000

元/地块

9
530523100306

GB00013-9
240

住宅用地

（兼容商业）

＞1.0,

≤5.0
≤97% ≤20%

住宅70年

商服40年
7500 1800000

100000

元/地块

10
530523100306

GB00013-10
180

住宅用地

（兼容商业）

＞1.0,

≤5.0
≤97% ≤20%

住宅70年

商服40年
7500 1350000

100000

元/地块

11 530523100306

GB00013-11
240

住宅用地

（兼容商业）

＞1.0,

≤5.0
≤97% ≤20%

住宅70年

商服40年
7500 1800000

100000

元/地块

12
530523100306

GB00013-12
180

住宅用地

（兼容商业）

＞1.0,

≤5.0
≤97% ≤20%

住宅70年

商服40年
7500 1350000

100000

元/地块

13
530523100306

GB00013-13
180

住宅用地

（兼容商业）

＞1.0,

≤5.0
≤97% ≤20%

住宅70年

商服40年
7500 1350000

100000

元/地块

14
530523100306

GB00013-14
180

住宅用地

（兼容商业）

＞1.0,

≤5.0
≤97% ≤20%

住宅70年

商服40年
7500 1350000

100000

元/地块

15
530523100306

GB00013-15
180

住宅用地

（兼容商业）

＞1.0,

≤5.0
≤97% ≤20%

住宅70年

商服40年
7500 1350000

100000

元/地块

16
530523100306

GB00013-16
180

住宅用地

（兼容商业）

＞1.0,

≤5.0
≤97% ≤20%

住宅70年

商服40年
7500 1350000

100000

元/地块

17
530523100306

GB00013-17
180

住宅用地

（兼容商业）

＞1.0,

≤5.0
≤97% ≤20%

住宅70年

商服40年
7500 1350000

100000

元/地块

18
530523100306

GB00013-18
180

住宅用地

（兼容商业）

＞1.0,

≤5.0
≤97% ≤20%

住宅70年

商服40年
7500 1350000

100000

元/地块

19
530523100306

GB00013-19
180

住宅用地

（兼容商业）

＞1.0,

≤5.0
≤97% ≤20%

住宅70年

商服40年
7500 1350000

100000

元/地块

20 530523100306

GB00013-20
180

住宅用地

（兼容商业）

＞1.0,

≤5.0
≤97% ≤20%

住宅70年

商服40年
7500 1350000

100000

元/地块

21
530523100306

GB00013-21

256.

86

住宅用地

（兼容商业）

＞1.0,

≤5.0
≤97% ≤20%

住宅70年

商服40年
7500 1926450

100000

元/地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