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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后的武汉是什么样子？一段“打卡大武汉”的短片看得大
家心潮澎湃，现场掌声热烈。9月15日，2020武汉文旅产品推介会
走进南京。

健康、安全、美丽、快乐的武汉正张开双臂，欢迎全国游客到
来。随着中秋国庆长假即将到来，9月15日起，武汉在南京、上海、
杭州三地召开推介会，向全国人民发出最诚挚的邀请：大武汉将以
最优的服务、最美的形象，最具有文旅特色的产品，邀请大家打
卡。这是今年以来，武汉首次到省外举行文化旅游推介会。

武汉邀全国人民来打卡

今年春天，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全国驰援武汉。武汉曾经
相约，大家一定要再来武汉，武汉人一定会尽地主之谊。

英雄的城市，英雄的人民，如今的武汉健康美丽、焕发生机。把
胆留在了武汉的院士张伯礼，还有钟南山、李兰娟都说，“武汉是安全
的，武汉人是健康的”。谢霆锋来武汉吃豆皮、黄晓明带队《中餐厅》
来武汉录节目，康辉、撒贝宁、陈数、李现、贾玲等主持人、明星隔屏为
武汉鼓劲加油，邀请大家打卡大武汉。今年8月，武汉欢乐谷电音节
的热闹场面，让全球网民呼喊奇迹，打卡武汉的呼声越来越高。

在推介会上，武汉再一次对全国人民表示感谢，“这座英雄城
市的重生，有你们一份功劳”，“谢谢你们为武汉拼过命，才让这座
城市热闹如初、美丽如初。”兑现承诺，诚邀全国小伙伴来武汉打
卡，武汉将拿出最大的诚意来招待所有客人。

10条线路随你畅游

深厚的文化底蕴、秀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楚汉风情、闻名的
过早美食、亮丽的都市景观，给了武汉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和禀
赋。武汉市是一座英雄之城，也是一座江湖之都。165条江河日
夜奔流，166处湖泊烟波浩渺、600余处桥梁及隧道跨越东西南北，
大江大湖大武汉就是这么来的。

打卡大武汉，开启新旅程，武汉备好了一桌“好菜”：黄鹤楼的
夜游项目、长江灯光秀、东湖上新转了一圈就是1314的粉色摩天轮、
东湖宾馆毛泽东故居开放、黄陂烟火秀、粉色小火车、日落八分山
等。著名的江汉路步行街，本月底也将完成改造开街，引入更多的文
创潮品，邀约大家去听江汉关的钟声，感受老汉口历史建筑的风情。

随着中秋国庆长假即将到来，为让全国游客武汉之行更加精
彩，武汉准备了一场超级热闹的旅游嘉年华，八大主题、几十项活
动都安排上了。推介会上发布的2020国庆中秋文化旅游安排中，

“英雄武汉 炫彩长江”嘉年华之长江灯光秀、黄鹤楼大型歌舞晚
会、昙华林光影节、“我在东湖等你”嘉年华，成为武汉十一长假旅
游新亮点。

武汉还精心设计了武汉半日游、一日游、两日游、三日游等共
10条打卡线路，供全国游客择优而选，随心畅游大武汉。

“来武汉，我包游”

为迎接全国同胞来汉旅游，武汉8月就发布了惠游武汉政策，
8月8日开始至12月31日，武汉27家A级收费景区全部免费开放，
凭身份证实名预约。目前已经专门为省外游客开通预约通道，关
注武汉市文旅局的公众号即可线上预约。

这27家免费景区包括：享有“天下江山第一楼”盛誉的黄鹤楼
公园，因HOHA电音节刷屏全国上过热搜的武汉欢乐谷，华中最
大海洋主题公园武汉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展出成龙、王凯、周杰伦
等50多位名人蜡像的杜莎夫人蜡像馆，华中唯一草原风情主题
5A级景区木兰草原等。

游客来武汉玩啥？住哪？武汉准备了超值解决方案，线上推
出“48小时惠游卡”，在携程上搜索“48小时惠游卡”或“惠游卡”就
能购买。“惠游卡”分为399元的A卡、299元的B卡。购卡后，提前
48小时（国庆中秋假期至少提前7天）在携程预约确认，持卡人就
能入住武汉星级酒店1间1夜+游览5家景区。

“来武汉，我包游”，武汉等着你。

长江日报讯（记者黄丽娟）“今年初我和孩子就说好，
要兑现一场和武汉的约会，好好看看电视上美丽的武大樱
花，还要再去看东湖，弥补下遗憾。”南京市民余女士说。

9月15日，2020武汉文旅产品推介会首站走进南京。
南京朋友们纷纷表达对热干面和豆皮、黄鹤楼和长江大桥
的向往。

30多岁的余女士说：“前年国庆节，我带着孩子一起
去武汉大学，在食堂和大学生们一起吃饭，还去了户部巷
品尝当地的小吃。孩子当时印象就特别好，我们说过还
要一起去武汉。疫情期间，我们一直关注武汉，觉得武汉
特别了不起，发生了好多感人的故事，让我对武汉的印象
更好。其实武汉和南京有很多相似之处。我还想带着孩
子去武汉大学看樱花，前年没去过东湖有点遗憾，再去的
话一定会去东湖逛逛。”

南京市民缪先生去年10月来武汉游玩，“我们刷卡
坐轮渡，看了两江四岸的高楼大厦，又遥望黄鹤楼，觉得
非常壮阔、漂亮。早上没在酒店用早餐，而是去吃的豆
皮、热干面，很好吃。”缪先生说，“武汉人民真的了不起，
疫情期间作了非常大的贡献，这点让人很感动。今年我

们还是要组织一帮朋友自驾去武汉游玩，带着他们去吃
正宗的热干面和豆皮。”

在发布会现场，众多南京旅行社代表关注武汉文
旅产品，纷纷表示会将更多的南京游客带到武汉。江
苏中旅国内中心相关负责人聂靖说，今年武汉关注度
提高，一些南京人也有去武汉旅游的想法和意愿。武
汉开启免票活动，从8月起，江苏中旅针对武汉周末游
推出了新产品。随着秋天来临，中老年游客出行意愿
增长，10 月还将定制武汉特色线路以及湖北联线产
品，将更多的南京游客带到武汉。

南京旅游协会秘书长张承强认为，南京和武汉渊
源颇深，两座城市的长江大桥都是我国里程碑式的建
筑；文化昌盛的江苏与上游的武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沪、宁、汉、渝，是长江沿线的重要城市。他在推介
会上发出倡议：“希望南京旅游业的同仁，将今天推介
会上的武汉文旅产品，编排成精彩的旅游线路，将南京
市民带到武汉去品尝正宗的鸭脖子，让中部的武汉，成
为南京市民旅游目的地的首要选择，推动宁汉两地的
民间交流，旅游经济发展共荣。”

长江日报讯（记者姚传龙 通讯员李威 洪培舒）9 月
15 日，细雨蒙蒙。武昌职业学院内，今年即将入伍的
4000 余名预定新兵正在接受集中封闭管理。在为期 15
天的管理中，各区征兵办将通过“基础性教育、适应性管
理、体验式训练、过筛式查验”的方法，组织预定新兵开
展役前教育训练。通过体验军营生活、感受训练管理氛
围、了解部队纪律要求，端正预定新兵入伍动机、提高入
伍适应能力，及时淘汰不合格人员，排查廉洁征兵问题
线索。

尽管下着雨，但是预定新兵训练不停。他们在宿舍楼
的走廊内开展基础队列训练。所有预定新兵在训练中都精
神饱满。

“全体都有，下面开展摆臂训练，摆臂有力，要能听
到擦裤缝的声音。”随着训练教官的口号，预定新兵动作
整齐划一。在队列中，18 岁的张泽川格外认真，他用力
摆臂伸直。张泽川来自武昌区杨园街纺器社区，今年 2
月底至 3 月底，张泽川在超过 20 天的时间里，为周边居
民搬运蔬菜。张泽川说，医护人员、解放军战士、志愿者
为战疫贡献力量，自己理应出力。也正是在战疫中看到
了解放军奋勇向前，就想到部队锻炼自身。“我来自英雄
城，我要当英雄兵。”张泽川说，他将努力训练，不给英雄
城抹黑。

23岁的韩天是武汉理工大学在读研究生，他参军也是
响应国家号召，不负英雄城荣光。

武汉市征兵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武汉适龄青
年，尤其是大学生报名参军热情高涨。从 6 月份起，
全市各区按照“随到随检”的方式开展征兵体检等工
作 ，筛 选 出 合 格 大 学 生 4500 余 人 ，合 格 大 学 毕 业 生
1800 余人。

目前，全市封闭管理的预定新兵共 4800 余人。除了
训练外，武汉市征兵办也邀请市本级廉洁征兵监督员深
入到预定新兵群体中开展廉洁征兵问题巡查，排查新兵
入伍全程有无“微腐败”“暗腐败”问题，一旦发现廉洁征
兵问题线索，监督员会第一时间上报，由武汉市征兵办
调查处理。

来自英雄城 要当英雄兵

4000余预定新兵
冒雨训练

预定新兵训练现场。 通讯员洪培舒 供图

“我们和武汉有个约会”

南京市民期待逛东湖吃热干面

今年首次外推，武汉备好文旅“好菜”
长江灯光秀黄鹤楼歌舞晚会东湖嘉年华成十一新亮点

长江日报记者黄丽娟

2020武汉文旅产品推介会南京站现场。 长江日报记者黄丽娟 摄

声 明

声明 武汉协卓联合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正本海运提单一份，提单号SHE20070193，船
名 ZHONGHAI018 航次 2014E 卸货港 LE-
HAVRE，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韩志鹏遗失汉阳区冷冻机厂
片旧城改建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协议序
号:LD一1138，声明作废。

声明 本人翁华安，现经营金正茂·汉派
服装总部4B-114/115/116B号商铺，因个人
原 因 商 铺 押 金 收 据 原 件 遗 失 ，收 据 号
0001160，现登报声明遗失，所产生的一切经
济纠纷与武汉正大兴商业营运有限公司无
关。

注销公告 武汉市厨具城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201033000869420申请注销，请债权
债务人45日内办理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吕维驹购买位于解放大道
556#562# 黄石加层住宅楼购房收据号 ：
0997033遗失，金额：92000元，特此声明。

声明 陈 道 金 遗 失 残 疾 人 证 ，证 号
42068319520605315431，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冯涛不慎遗失警官证，警官证
号191762，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个体工商户：杨金花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注册号：421125600103177，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彭威（身份证号420103198801123713）
遗 失 速 腾 整 车 合 格 证 一 张 。 合 格 证 号
WAB021984311524，车 架 号 LFV1A2BU7K4311524，
车辆型号 FV7126NADBG，车身颜色极地白，发
动机号 G02327，发动机型号 DJN，特此声
明。

房屋交付公告
尊敬的万福国际广场5、6、7幢业主：

您所购买的由武汉福瑞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
发的位于武汉市汉阳区洲头二路以南、向阳东路以北、
鹦鹉大道以西的新建居住、商业服务业设施项目（前进
村城中村改造K1、K2地块，坐落于洲头四路8号）房屋
已达到交付使用条件。为便于业主收房，我司将于2020
年9月24日至2020年9月30日（含双休日）在万福国际
广场营销中心集中办理交房手续，请各位业主按照《房
屋交付通知书》所载明的具体时间及要求前来办理房屋
交付手续。

特此公告！
恭祝您与家人乔迁新居！

武汉福瑞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武汉衍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6日

武汉大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大悦城商务项目三期位于高新大道以南、
豹溪路以东。项目用地性质为商业商务用地、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用地面积为6305.94平
方米，总建筑面积21434.39平方米，我局拟审批其规划方案，现将规划方案予以公示，公示
内容如下：

一、公示时间：2020年9月16日—2020年9月25日
二、公示网址：http://gtghj.wuhan.gov.cn/dhkf/（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东湖新技术开

发区分局）
三、公示反映方式：有关单位或个人对该项目审批有任何意见或建议的，可在公示期间

通过以下方式向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分局反映。
1.电话：027—67880520 任工
2.信件寄至“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777号 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东湖新

技术开发区分局（收）”（请注明“规划公示”字样），邮编：430075
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分局

2020年9月16日

武汉大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大悦城商务项目三期规划方案批前公示

武汉瑞虹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奥山府项目
正在我局规划验收，经核实，本次验收存在与审批不
一致的情况：

一、04号楼一层平面图中15至16轴交L至N轴
处地下室风井东面墙体往西偏移0.55米，地下室风
井面积变小。

二、05号楼一层平面图中4至5轴交L至N轴处
地下室风井尺寸由 3.00 米×1.00 米变为 2.90 米×
0.95米，地下室风井变小。

三、07号楼一层平面图中1-A轴交1-5轴处地
下室风井尺寸由 1.70 米×0.80 米变更为 1.80 米×
0.80米，风井面积增大，商铺面积减小；

一层平面图中 1-1 轴至 1-2 轴处商铺取消，于
1-C 轴处设置墙体，1-A 轴至1-C 轴面积并入1-2
轴至1-3轴商铺，1-C轴至1-H轴交1-1轴至1-2轴
改造为上二层物业管理用房专用步梯；

一层平面图中 1-A 轴交 1-10 轴处排风井尺寸
由2.00米×1.00米变更为2.00米×0.90米；

一层平面图中1-A轴至1-C轴交1-26轴处商
铺隔墙向1-25轴方向偏移0.05米；

一层平面图中1-26轴至1-27轴处商铺取消，于
1-C轴处设置墙体，1-A轴至1-C轴面积并入1-25
轴至1-26轴商铺，1-C轴至1-H轴交1-26轴至1-
27轴改造为上二层功能用房专用步梯；

二层平面图中2-1至2-2轴交2-D至2-E轴处
井取消，楼梯变小，楼梯间形状发生变化；

一至二层平面图中2-1至2-4轴交2-A至2-E
轴处现场商业隔墙未做，以界址钉进行分隔。

四、08号楼一层平面图中1至2轴交E至G轴处地
下室风井东面墙体往东偏移0.2米，地下室风井变大；

一层平面图中18至19轴交E至G轴处地下室风
井东面墙体往东偏移0.2米，地下室风井变大。

五、33号楼一层平面图中1-P轴交1-18轴处步
梯尺寸由5.80米×2.85米变更为5.50米×2.85米；

一层平面图中2-1至2-4轴交2-A至2-E轴处
现场商业隔墙未做，以界址钉进行分隔；

二层平面图中1-D轴至1-H轴交1-18轴处增
加隔墙，向1-19轴方向围合成前室，文化活动中心面
积减小。

六、34号楼一层平面图中18至19轴交D至E轴
处地下室风井北面墙体往北偏移0.25米，地下室风
井变大。

七、29号楼一层平面图中14至18轴交N轴处此
段外墙变厚0.2米；

二层平面图中2至3轴交M至N轴处电井取消；
二层平面图中3至4轴交K至M轴处二层上三

层的楼梯取消；
一至三层平面图中 4 至 7 轴交 L 至 M 轴处中庭

增加一个一层至三层的楼梯；
三层平面图中10至15轴交M轴处落地窗改为

飘窗，套内变小。
八、01号配电房、开闭所一层平面图中室外楼梯

由西边改到南边且尺寸变小，楼梯增加上盖；
一至二层平面图中外墙宽度增加0.85米，01号

配电房、开闭所变大。
九、02、03号公变配电房一层平面图中分割墙上

新增一扇门，无法分户。
十、地下室
1、地下室一层AN至AQ轴235至236轴处地下

室外墙往北偏移0.3米，地下室变大。

2、地下室一层AV至AX轴交122轴处新增一面
墙体，地下室变小。

3、地下室一层AC至AJ轴93至114轴处设备间
上空取消，地下商业变大。

4、地下室一层AN轴交83至85轴处排风井取消。
5、地下室一层AJ轴交83至85轴处新增风井。
6、地下室一层GS至GW轴交170至174轴处楼

梯南侧墙体往南偏移0.3米，楼梯变大。
7、地下室一层HQ至HW轴交119至121轴处楼

梯北侧墙体往北偏移0.35米，楼梯变大。
8、地下室一层HU至HX轴交164至165轴处风井

北侧墙体往南偏移0.45米，西侧墙体往西偏移0.2米。
9、地下室一层JH至JK轴196至200轴处风机房

南侧墙体往南偏移0.6米，风机房变大。
10、地下室一层JK至JL轴交170至176轴处楼梯

东侧部分墙体往东偏移0.8米，楼梯变大。
11、地下室一层FN至FQ轴交95至97轴处风机

房、井北侧墙体往南偏移0.3米，风机房、井变小。
12、地下室一层JJ至JK轴交20至21轴处地下室

北面墙体往北偏移0.1米，东面墙体往西偏移0.2米。
13、地下室一层JJ至JK轴41至44轴处风机房取

消；井东面墙体往西偏移0.75米，南面墙体往南偏移
4.2米。

14、地下室一层JG 至 JH 轴交48 至49 轴处送风
井西面墙体往东偏移 0.5 米，北面墙体往南偏移 0.1
米，送风井变小。

15、地下室一层JG至JJ轴交55至57轴处排风井
东面墙体往西偏移0.15米，排风井变小。

16、地下室一层 GX 至 HC 轴交 42 至 45 轴处大
堂北侧墙体往南偏移0.2米，大堂变小。

17、地下室一层 GX 至 HC 轴交 55 至 57 轴处报
警阀室南侧墙体往北偏移0.2米，报警阀室变小。

18、地下室一层GR轴交52至56轴处井东面墙
体往西偏移0.25米，井变小。

19、地下室一层HJ至HL轴交232至233轴处新
增一个井。

20、地下室一层AA至AF轴交1轴处地下室外墙
往西偏移0.15米，地下室变大。

21、地下室一层AA轴交6至13轴处地下室外墙
往南偏移0.2米，地下室变大。

22、地下室一层AJ至AL轴交178轴处地下室外
墙往西偏移0.1米，地下室变小。

23、地下室二层JK至JL轴交215至216轴处井北
面墙体往南偏移0.2米，南面墙体往南偏移0.3米，井
变大。

24、地下室二层FM至FP轴交109至112轴处报
警阀间北面墙体往南偏移0.2米，西侧墙体往东偏移
0.2米，报警阀间变小。

25、地下室二层ER至ES轴交154至157轴处井
取消。

26、地下室一、二层JK至JL轴交169至172轴处
楼梯东侧墙体往东偏移0.3米，楼梯变大。

27、地下室一、二层JK至JL轴交229至231轴处
楼梯西侧墙体往西偏移0.2米，楼梯变大。

十一、地下一层实地增加的车位编号为：（34）、
（2131）、（2509）、（2510），共计增加4个车位；实地取消
车位：JG至JJ轴交35至38轴减少2个，HD至HF轴交
90至94轴减少3个，HJ至HL轴交232至233轴减少1
个，GW至GY轴交120至121轴减少1个，AL至AN轴
交24至25轴减少1个，HA至HC轴交66至68轴减少

1个，FF至FJ轴交106至108轴减少1个，共计减少10
个；单体平面图中地下一层设计为新能源车位，实地取
消的车位为：JG至JJ轴交35至38轴减少2个，HD至
HF轴交90至94轴减少3个，HJ至HL轴交232至233
轴减少1个，HA至HC轴交66至68轴减少1个，共计7
个；单体平面图中地下一层设计为新能源车位，实地调
整为普通车位的编号为：(562)至（564），共计3个；单体
平面图中地下一层设计为普通车位，实地调整为新能
源车位的编号为：(38)、（39）、(42)、（410）、（543）至
（544）、（547）、（774）至（777），共计11个；既是无障碍车
位又是新能源车位编号为（25）、（43）、（44）、（2185）、
（2452）、（2544）、（2589），共计7个。

地 下 二 层 实 地 增 加 的 车 位 编 号 为 ：（921）、
（963）、（964）、（966），共计增加4个车位。

十二、竣工总平面图与原审批总平面图对比。
我局拟审批该项目规划方案，现将规划方案予

以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公示时间2020年9月16日至2020年9月25日，

共10天。
公示反映方式：有关单位或个人对该项目审批

有任何意见与建议，可在公示期间通过以下方式向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反映。

1、网上留言：http://gtghj.wuhan.gov.cn/dhkf/
2、联系电话：027-67886076 林工 传真：027-

67880134
3、信件寄至：“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请注明“规划公示”字样，邮编430079）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9月16日

关于奥山府居住项目（01号楼-09号楼、29、33、34号楼、配电房、垃圾站、地下室）规划条件核实的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