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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本公司定于2015年12月9日上午10
时对以下标的物依法按现状在咸宁市政务服务
中心三楼D301第一开标室以现场竞价方式进行
公开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位于通城县银山大道“龙湾
城”小区A1、A2、A3、A5幢共 120套住宅房地产，
具体内容详见《标的明细一览表》。

二、咨询、展示看样时间与方式：自公告之日
起至2015年12月8日17时止接受咨询，在标的所
在地现场公开展示。

三、竞买登记手续办理：申请人应于 2015年
12月 8日 16时前将保证金缴至湖北省产权交易
中心咸宁分中心指定账户（户名：咸宁市产权交
易中心；开户行：湖北咸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淦河支行；账号：82010000000165731）（以
到账为准），2015年 12月 8日 17时前凭竞买保证
金收据及有效证件到湖北省产权交易中心咸宁

分中心或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办理竞买登记
手续（签订竞买协议等）方可取得竞买资格，逾期
不予办理。

四、特别约定：
1、拍卖成交后，由人民法院负责交付标的

物。
2、标的面积最终以相关部门确权为准，若有

出入，拍卖成交价款以及拍卖佣金不予调整。
3、标的办证及移交时所涉及的相关税、费按

照国家相关规定由当事人各方各自承担。
4、请被执行人、申请人以及相关当事人见本

公告后，在拍卖会当日到场参加拍卖会，优先购
买权人公告后不报名参加竞买的，视为放弃优先

购买权。
5、详情请见，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网址：

http://www.rmfysszc.gov.cn）。
五、联系方式：
(一）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电话：0715-8278999 13972817202(江）

13545611280（汪）
地址：咸宁市咸宁大道 39号国际大厦A座

19层
（二）湖北省产权交易中心咸宁分中心
电话：0715-8126201 13986619871(陈）
网址：www.xncq.cn
地址: 咸宁市政务服务中心3楼D区D306室
咸宁市人民法院监督电话：0715-8158682

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咸宁市产权交易中心
2015年11月20日

司法拍卖公告

2015年11月6日，“新常态下中国直销行业的经济与社会影响”论坛在
北大召开。本次论坛由北京大学中国直销行业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直销协
会联盟联合主办，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务院法制办等政府监管部门的代
表，以及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等协会组织代表参加了此次论坛。

此次论坛恰逢中国直销立法十周年，世界直销协会联盟主席、美国安
利公司总裁德·狄维士率领世界直销协会联盟代表团集体参与此次年会，
并代表联盟致辞。德·狄维士希望全球直销企业齐心协力，共同创造良好
的行业形象，充分展示直销行业积极正向的行业力量，为世界经济、社会发
展特别是推动大众创业，做出积极贡献。

此前，德·狄维士还带领全球几十家直销企业CEO，拜会了国家工商
总局局长张茅。张茅表示，直销行业在我国属于新兴行业，行业规模不断
扩大，截至 2015年 10月底，已批准直销企业 71家。当前我国直销市场正
稳健发展，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与此同时，直销业在各地的发展仍不平

衡，一些企业缺少自律意识，在保护消费者权益上有待改进。希望各直销
企业严格依法经营，要求营销人员诚信守规，积极配合监管机关开展工作，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国家工商总局也希望加强与世界直销协会联盟的交
流合作，充分发挥其在促进行业发展和自律方面的有益作用。

德·狄维士表示，世界直销协会联盟将要求成员企业严格自律，遵守中
国法律法规，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同时，希望看到中国未来的直销管理法
律法规更加适应新形势变化、更多与国际接轨，为直销行业的健康发展创
造更好的市场竞争环境。

全球直销协会联盟是全球直销行业最具代表性的组织，成立于1978年，
包括全球60多个国家的直销协会。德·狄维士是安利联合创始人理查·狄维
士的小儿子，2002年任美国安利公司总裁，目前与另一位联合创始人杰·温
安洛的长子史提夫·温安洛共同执掌这家极富传奇色彩的直销巨擘。

直销为经济社会作出重要贡献
在本次论坛上，北京大学中国直销行业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了《中国直

销行业的经济与社会影响报告》，该报告系世界直销协会联盟委托北京大
学中国行业研究发展中心所做的课题研究，此前，世界直销协会联盟也在
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开展了此项研究。

报告显示，公众对直销产品质量、产品价格、直销员服务态三个方面的
满意度分别为95%，92.8%、98%，满意度很高。

报告指出，直销行业在促进就业、驱动消费、拉动投资、开展公益、上缴
税收、孵化小微企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促进就业方面，截至
2015年6月，官方统计的直销企业共有直销员220万人，但据估算，全行业
实际从业人员应在 800-1000万之间。拉动投资方面，直销行业具有明显
的拉动投资效应。调查显示，经营10年以上的企业，平均追加投资规模在
2亿元，仅2013-2014年间，直销企业新投资超过80亿元。上缴税收方面，
直销行业的诚信纳税为国家和企业所在地区的经济增长做出较大贡献，以
安利公司为例，截至2014年，安利公司已累计缴纳各类税款605亿元，2014
年纳税额达到 71亿元。公益方面，直销行业开展公益事业具有明显的带
动性和示范性，10年来，直销行业社会公益事业捐助每年平均5亿元，总金
额近50亿元。

全球直销巨头齐聚北京大学
直销为社会经济作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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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崇阳县天城镇程家巷36号

11月18日在湖北恩施宣恩县一生物
能源生产企业拍摄的可直接用于燃烧的
生物质颗粒。

近日，一家年产 1.5 万吨生物质颗粒
的生物能源企业在湖北西部山区恩施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和平工业园区建
成投产，至此恩施年产1万吨以上的“生物
能源”生产企业达到4家。“生物能源”生产
企业以秸秆、稻草、稻壳、锯末等为原料，
通过科学处理农林废弃物获取发热量大、
残留碳量少的生物质颗粒。这种生态环
保、使用方便的新型燃料广泛用于烧锅
炉、居民取暖等，产品一经投放市场便供
不应求。

据新华社

“生物能源”
冬季俏销

明年1月
六成列车为动车组

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记者19日从中国铁路总
公司获悉，从 2016年 1月 10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
新的列车运行图，增开旅客列车285.5对，其中增开动车
组列车 281.5对。运行图调整后，全国铁路开行旅客列
车总数达到 3142对，其中动车组列车 1980.5对，占比超
过六成。

据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铁路调图后将
进一步提升既有高铁运能。新图安排增开沈阳北至北
京南、北京南至杭州东、贵阳北至深圳北等动车组列车；
安排京沪、合福高铁等部分客流较大的G字头列车重联
运行，使既有高铁的运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调图也将进一步优化普速旅客列车开行方案。铁
路部门将安排既有铁路增开郑州至西宁、上海南至韶关
东、深圳至洛阳、乌鲁木齐至南宁、西安至南京、兰州至
合肥等直通普速客车。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可登录中国铁路客户服务
中心12306网站及铁路官方微博、微信查询，或关注各大
火车站公告，以便合理安排行程。

丽水山体滑坡
遇难人数增至38人

新华社杭州11月19日电 记者从浙江丽水山体滑
坡灾害现场指挥部了解到，截至11月19日12时30分，救
援人员在灾害现场又发现了两具遇难者遗体，至此，丽水
山体滑坡灾害已经造成38人遇难，1人获救。

11月 13日 22时 50分许，丽水市莲都区雅溪镇里东
村发生山体滑坡，当场致9人死亡，28人失联。浙江政府
部门和各社会组织积极响应、迅速行动。丽水户外应急、
公羊会、浙江民安、义乌市民间救援、蓝天救援，以及东
阳、仙居等10余个社会组织所属的专业民间救援力量共
200余人火速驰援丽水重灾区一线。

目前搜救工作仍在继续。

我国首次发布
温室气体管理标准

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国家标准委19日首次发
布温室气体管理国家标准，包括《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和报告通则》以及发电、钢铁、化工、水泥等 10个
重点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要求，上述标准
将于明年6月1日起实施。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规定了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的基本原则、核算边
界、工作流程、核算步骤与方法、质量保证、报告内容等6
项重要内容。

据国家标准委副主任殷明汉介绍，核算边界包括了
企业的主要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
其中辅助生产系统包括动力、供电、供水、化验等，附属
生产系统包括生产指挥系统（厂部）和厂区内为生产服
务的部门和单位，如职工食堂、车间浴室等。

核算范围包括企业生产的燃料燃烧排放，过程排放
以及购入和输出的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核算方法分
为“计算”与“实测”两类。

颜值变“资本” 隆胸成“礼物”

整容消费低龄化现象令人忧

22岁女孩的“生日礼物”是隆胸整形

湖南一所高校学生小美在 20岁时割
了双眼皮。她说：“手术后，觉得自己变美
了很多。”

多位整形美容专家告诉记者，相比国
外的整形美容市场，中国的整容顾客呈现
年轻化的特征。“以玻尿酸注射整形为例，
在国外，注射玻尿酸微整形的人群中，40
岁以上的占80％。而在中国，20岁左右的
年轻人占一半以上。”

广州武警医院整形科主任谭新东告
诉记者，每年七八月份是青少年整形美容
高峰期。隆鼻、割双眼皮、隆下巴、种头发
使脸型变小等面部轮廓整容项目受到热
捧。“我接诊过最小的女孩子只有15岁，要
求隆鼻。我没有同意。”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美容整形激光
中心主任罗盛康介绍，不少大学生毕业以
后要求隆胸。有个在事业单位工作的家
长，带着 22岁的女儿前来兑现生日礼物，

就是隆胸整形。
一些业内人士介绍，不少青少年对形

象过于关注，特别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以至将自身容貌的一些小瑕疵无限放大，
或者为自己制订不合实际的美的标准。

“颜值”越高，机会越多？

临近招聘季，广州一所知名高校的应
届毕业生小商开始忙碌起来，除了购买各
种化妆品、面试衣服，还准备通过微整形

“投资颜值”：“我不一定是能力最突出的那
个，但一定要做面试中最美的那一个。”

“衣服穿太厚不显身材，就算再冷也
要穿裙子；眼睛不够大，贴假睫毛不够，还
是要把单眼皮割成双眼皮。”小商说，“每
年的招聘会上，好的用人单位摊位前，长
龙都排到了大门口。招聘方没有那么多
时间来看简历，短时间内，人漂亮的确能
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青少年追求“颜值”的心理，在一些美
容整形专家那里得到印证。

谭新东说：“很多孩子在高中毕业、大
学毕业时被父母带过来整形。在他们眼
里，颜值高的比不漂亮的更有机会。

年轻人拼“颜值”真能获得更多就业
机会吗？曾经参与多次高校招聘工作的
企业管理人员王栋告诉记者，颜值高容易
让人产生好感，但颜值不是在竞争中胜出

的绝对因素。最核心的竞争优势，还是包
含业务能力、情商、素养等在内的综合素
质。过分在意形象，会走到另一个极端。

过早整形不宜，小心适得其反

“对于未成年人整形，我们医院除了
部分先天或后天畸形需要进行矫正的患
者以外，都是不提倡的。”哈尔滨美联致美
整形医院院长赵晓东认为，18岁以下未成
年人容貌还未定型，皮肤、器官、骨骼等组
织还未发育成熟，过早做整容外科手术将
不利于身心健康，甚至会适得其反。

此外，整形美容并非未成年人能承受
的消费。赵晓东介绍，一些整形项目尤其
是注射美容，持续时间比较短且花钱多，
不是大众化的消费。以注射整形隆下巴
为例，一次就要1至2毫升，花费上万元。

此外，专家告诫广大青少年及家长：
医疗美容有风险。在决定整形之前，务必
要对治疗的适应症、禁忌症、医疗风险等
有清楚的了解。

“不能以健康为代价来变美，这是基
本原则。”赵晓东强调。

新华社马尼拉11月 19日电 11 月
19日，正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亚太经合组
织第二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国家
主席习近平就我国公民被恐怖组织杀害
事件发表讲话。

习近平表示，中国强烈谴责“伊斯兰
国”极端组织残忍杀害中国公民这一暴
行。我向遇害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恐
怖主义是人类的公敌，中国坚决反对一切
形式的恐怖主义，坚决打击任何挑战人类

文明底线的暴恐犯罪活动。
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 19日就我国公民被恐怖组织杀
害事件发表讲话。

李克强表示，中国政府强烈谴责“伊
斯兰国”极端组织杀害中国公民的残暴行
径。我向遇害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有
关部门要协助家属做好善后工作。

李克强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海外
中国公民的安全，将一如既往加强境外中

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
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外交部发

言人洪磊 19日就“伊斯兰国”杀害中国人
质事件发表谈话。他说，中国公民樊京辉
被“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绑架并残忍杀
害。我们谨向遇害者表示哀悼，向遇害者
家属表示深切慰问。

洪磊说，樊京辉被绑架后，中国政府
和人民十分牵挂他的安危。中国政府有
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想方设法

开展营救工作。但恐怖组织无视人类良
知和道德底线，仍然采取惨无人道的暴力
行径。中国政府对这一泯灭人性的暴行
予以强烈谴责，一定要将犯罪分子绳之以
法。

洪磊说，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公敌，中
国政府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坚
决打击任何挑战人类文明底线的暴恐犯
罪活动。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加强反
恐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

习近平就我公民被恐怖组织杀害发表讲话
李克强：强烈谴责“伊斯兰国”残暴行径 外交部：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南方罕见冬汛
致30余条河流超警

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
办公室 19日通报，近期南方部分地区发生罕见冬汛，广
西桂江、广东贺江、湖南湘江、江西赣江和抚河等30余条
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据了解，进入 11月份以来，受冷暖空气持续交汇影
响，江南、华南地区连续发生3次强降水过程，江南大部、
华南中部西部降水量较常年偏多 1倍以上。其中 11月
10日至13日降雨最强，最大点雨量发生在广西临桂金陵
370毫米，50毫米和 100毫米以上降雨笼罩面积分别为
58.7万平方公里和 14.5万平方公里。受连续强降雨影
响，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出现罕见冬汛，广西桂
江、广东贺江、湖南湘江、江西赣江和抚河等30余条河流
发生超警洪水，其中广西西江干流、洛清江、桂江以及湖
南湘江发生建站以来同期最大洪水。

据国家防总初步统计，强降雨导致广西、湖南、江西
三省区 51个县（市、区）55.5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
49.5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约9.9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