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在去年就删掉了网上的卖房信
息，2日竟接到了几个咨询卖房的电
话，开车被堵在路上的郑先生警告对
方"你再打我就报警"后，他竟连续接
到了六十几个电话。气愤的郑先生在
网上发帖反映此事。

郑先生说，2日晚上6点正值下班
高峰，他开车行驶在武汉关山大道上，
遭遇堵车正心烦时，手机突然响个不
停。他接听电话后，对方问他：“你去
年在网上登记的房子卖不卖？”郑先生

想起，去年他曾在网上发布过卖房信
息，后因不想卖房将信息删掉了，于是
回应道“不卖！我发布在网上的卖房
信息早就删了。”对方像没听到他说话
一样，继续问他：“你不是说卖42万元
吗？你现在要卖多少？”郑先生没好气
地警告对方：“你别打电话了！再打电
话我就报警了！”没想到，他挂断了电
话后，他的手机被打爆，一口气接到了
几十个电话，都问他是不是有房子要
卖，他只好关机求清静。

对此，记者多次拨打最开始联系
郑先生的那几个“5字头”的电话号码
询问此事，对方电话要么关机，要么正
在通话中，或者是无人接听。一位房
产销售业内人士说，郑先生碰到的这
种情况，可能是发帖人写错了联系方
式，也可能是当时给他打电话的人故
意报复，这种情况在业内并不少见。

对此，湖北普明律师事务所的邱
华律师认为，如果有证据证明，发布在
网上的几个卖房信息贴确实是给郑先

生打电话的人发布的，网站并未核实
房源的真伪就发布信息，发帖者和网
站均要承担侵权责任。建议今后市民
在网站上发布个人联系方式时，在信
息失效后及时删除，以保护自己的隐
私，而网站管理者也应谨慎核实信息
的真实性，在审查后再发布。

（本报综合）

男子挂断卖房咨询电话 遭到几十个电话恶意报复

5版
专刊部主办 责任编辑：甘青

电话：0715－8128771

2016年12月6日 星期二

E-mail:xnliping7205＠163.com荆楚视野

刚刚过去的11月，武汉新房成交
2.6万多套，相比10月的2.06万套，增
长了约6000套。

至此，武汉今年新房成交量已达27
万套，成交面积2798万平方米，全面超
越2015年 22.49万套、2283万平方米
的历史最高值。

纵观整个11月，武汉21个项目共
推出房源9734套，推盘当天成交量为
8612套，去化率约为88%。相比之下，
11月的新增市场供应量高于 9月的
7500套，但低于10月的11500套，去化
率基本持平，市场仍然处于供销两旺的

局面。
但记者发现，因为11月14日武汉

中心城区的限购加码，住房成交量出现
了一道“分水岭”。11月1日至15日，
武汉新房成交15065套；11月16日至
30日，武汉新房成交11632套，相比之
前减少了两成多。其中，以11月15日
为界，前半月单日成交量呈上升之势，
后半月则呈下滑之势。

在武汉楼市限购加码后，相关机构
曾对购房者的需求意向进行了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超六成购房者认为外地
人连续两年社保纳税证明条款对于武

汉楼市影响最大，48%的人因为外地户
口失去购房资格，有76%的人表示，仍
然倾向于在中心城区购房。

而嗅觉敏锐的开发商，也已迅速针
对限购政策作出了调整。11月下旬，
后湖一楼盘推出1355套新房，毛坯房
均价约13000元/平方米左右，基本售
罄。相比该楼盘之前几次的推售，价格
虽然稳中有升，但涨幅已明显降低。此
外，该项目先期预计为地暖精装配置，
市场预期不低于1.6万元/平方米，后实
际销售时，改为毛坯销售，降低了房屋
总价和购房者的首付门槛。

业内人士表示，虽然武汉楼市调控
加码，但由于实行的是中心城区和远城
区的差异化政策，武汉市场成交整体不
会下滑太多，市场价格年内波动也不会
太大。但春节过后，房企开始为新一年
的业绩冲量，调控政策对于武汉楼市的
影响，才会全部显现出来。（本报综合）

武汉今年新房成交量27万套
已创历史最高值

据十堰市委农办消息，今
年该市强力推进秸秆肥料化、
饲料化、能源化、基料化、原料
化“五化”利用，秸秆综合利用
率显著提高。据估算，2016年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88%以上。

为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推
动循环农业发展，该市组建
农业环境突出问题治理工作
领导小组，组织农业资源环
境专家，编制《十堰市农作物
秸秆综合利用技术手册》，对
秸秆利用操作规范、特征标
准、适宜范围等作详尽概述；

积极做好宣传培训，印发秸
秆综合利用技术告知书，使
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家喻户
晓；抓住关键节点，加强督导
检查，并在耕地相对集中连
片区域办好秸秆综合利用试
点，秸秆焚烧现象得到有效
遏制。

目前，该市共创建6万亩
农机深耕整地示范样板，小
麦、水稻秸秆粉碎还田保持在
30万亩以上；引导70多家农
民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联
合回收农作物秸秆，开辟资源
化利用新途径。（本报综合）

十堰市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超八成

本报讯 记者刘子川、通
讯员罗阳春、任小君、丁彤报
道：今年，嘉鱼县地税局往年
财务票据进行自查，认真开
展往年度扶贫领域侵害群众
利益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自
查，目前，未发现骗取、截留、
挤占、挪用、私分和冒领扶贫

补贴资金，“吃、拿、要、报”，
以及违反政府采购，公开招
投标规定和其它违规、违纪
的现象。

该局认真对本单位公务用
车配备、登记、运行等情况进行
了自查，并按照公车改革要求
进行改革到位。

本报讯 记者刘子川、通
讯员罗阳春、任小君、丁彤报
道：今年，嘉鱼县地税局开展

“作风建设年”活动，将第25个
全国税收宣教月、第十七个党
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月活动，
法治地税建设结合起来，营造
了浓厚的活动氛围。

该局认真开展“六查”工
作，组织干部职工认真开展自
查，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目
标、措施和完成时限，已自查

324人次，自查问题341条。同
时，该局认真开展“六带”“六
好”工作。开展“六带”先进典
型评选，落实公开讲党课计
划。在“六好”工作上，认真开
展“主题党日+”、“党员流动活
动红旗岗”评选活动、“党徽在
我心中”、“地税爱心妈妈关爱
留守儿童 弘扬正能量”等一系
列主题活动，推动了支部“党员
流动红旗岗”这一特色党建工
作品牌创建。

嘉鱼地税将“四风”查纠到底

嘉鱼地税开展“作风建设年”活动

天龙湾国家湿地
公园首现苍鹭

近日，湖北天龙湾国家湿地公园
出现两只苍鹭，它们与数十只白鹭群
居在一起，时而围绕池塘飞翔，时而在
岸边站立，时而猎捕食物。苍鹭属国
家二级保护动物，这也是天龙湾国家
湿地公园首次发现该物种。

天龙湾国家湿地公园位于宜都市
西南部、八百里清江下游处，现拥有植
物 151 科、481 属、777 种，两栖动物 3
科、7种，爬行动物7科、19种，鸟类33
科、106 种，蝶类 8 科、81 种，千只以上
的白鹭群居区三处，多次发现国家一
级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

（本报综合）

4日，从湖南长沙传出喜
讯，荆门第一人民医院在由国
家卫计委宣传司指导、《医学
界》传媒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医
院宣传年会上取得瞩目成绩，
独揽5项大奖，其中包括全国
唯一的中国医院品牌传播最具
启示案例奖。

中国医院宣传年会被誉为
医学界的“金马奖”颁奖典礼，
全国各地大医院都会派代表参
会，今年参会代表达 600 多

位。在此次会上，荆门一医揽
获五项大奖：中国医院品牌传播
最具启示案例奖(全国唯一)、湖
北省医院微信公众号十强(湖北
省第四)、中国医院品牌传播优
秀案例奖(全国仅11家)、中国
医院微信公众号百强。该院李
庆还获得“全国医院新媒体传
播奉献奖”(全国仅5人)，并受
邀向大会代表分享了“身心快
乐每一天”的运营秘笈 ，获得
600名与会者阵阵掌声和好评。

医学界“金马奖”揭晓

荆门包揽五项全国大奖

近日，宜昌高新区举行了
今年第八次招商引资项目集中
签约仪式，共签约15个项目，
投资总金额近38亿元。

此次签约的项目涵盖了智
能终端、软件开发应用、高端装
备制造、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
其中签约投资额最大的腾祥智
能终端产业园项目，总投资15
亿元，项目一期将建设手机整
机组装线10条、SMT主板贴
片线8条，一期建成投产运营
后2017年产值可达15亿元，
是目前宜昌市引进的第一家集

研发、生产、制造、销售为一体
的手机全产业链企业。

据悉，近年来宜昌市已陆
续引进了惠科电子、世纪联合
创新、聚晟电子、慧点光电等生
产液晶显示器、电竞PC一体
机、行车记录仪、显示屏和平板
电脑等数码终端电子产品的信
息龙头企业，随着新一批电子
信息产业项目的引进投产，宜
昌电子信息产业将日益壮大。

截至11月底，高新区共完
成签约项目80个，完成年度目标
的121%，协议投资额198亿元。

宜昌高新区15个项目集中签约
总投资30多亿

按照省政府的部署，武汉市将推进
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近日，武
汉市人社局发布《武汉市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实施办法》并公开征求意见，
除职工医保外，其他城乡居民均纳入居
民医保制度覆盖范围。

今年6月，省政府公布《湖北省整
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工作方
案》，明确将此前由卫生计生部门承担的

新农合管理职能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承担的城镇居民医保管理职能合并，
统一由人社部门承担。按照武汉市人社
局公布的《实施办法》，职工医保制度范
围外的其他城乡居民，均纳入居民医保
制度覆盖范围，享受统一标准。居民凭
身份证或户口簿在户籍所在地或居住
地社会保险经办窗口办理参保登记。

居民医保实行个人缴费和各级政

府补助相结合为主的筹资方式。各类
居民按统一标准缴纳居民医保费，正常
缴费期限为每年的9月1日至12月31
日。个人缴费标准为上上年度（n-2
年，n为享受待遇年度）全市城乡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的0.57%（计算结果四舍
五入取整后由人社部门每年向社会公
布），比如，2017年度武汉市城镇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费征收标准统一调整为

每人每年185元。
居民医保待遇主要包括普通门诊

待遇、门诊治疗重症（慢性）疾病待遇和
住院待遇。其中，普通居民在定点基层
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时，一般诊疗费纳入
居民医保普通门诊，一般诊疗费由居民
医保基金全额支付。住院待遇方面，居
民医保在一级医疗机构和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的，支付比例为90%。

武汉城乡居民医保统一标准
在社区住院可报销90% 襄阳市“门前三保”正式实施

12月1日起，《襄阳市市区
“门前三保”责任制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开始施行。

为什么将“门前三包”改
为“门前三保”？

襄阳市以前实行的“门前
三包”，主要是指临路(街)所有
的单位、门店、住户担负一定
范围的市容环境责任、承担一
定的城市管理任务，在责任区
内“包卫生、包绿化、包秩
序”。

近年来，襄阳市不断强化
市容环境专业管理力量，目前
主要的市容环境管理职责均

由专业力量承担。将“门前三
包”修改为“门前三保”，主要
是将市容环境专业管理队伍
与群众自觉履行维护市容环
境义务相结合，倡导临街单
位、商户和居民住户等“门前
三保”责任人在责任区内“保
整洁、保容貌、保秩序”，一方
面减轻了“门前三保”责任人
的管理义务，另一方面弥补了
环卫工人清扫保洁次间的空
挡期，实现了市容环境卫生管
理维护的24小时无缝对接，有
利于创造整洁有序的城市市
容和环境卫生。

为从思想上警醒教育党员干
部，促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
自觉遵纪守法，切实做到依法治
税，赤壁市地税局积极开展党风廉
政警示教育活动，使党要管党、从
严治党成为新常态。

学教结合，增强教育实效性。
定期组织党员干部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党章党
规，按要求做好学习笔记。增强党

员干部为民意识、服务意识和廉洁
意识，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各项规章
制度落到实处。

完善制度，提高参与性。建立
廉政谈话、党员谈心制度，设立监
督电话，广泛听取干部职工的意见
建议，持之以恒抓好整改，从严查
处违规违纪行为，确保党风廉政建
设深入扎实有效开展。

（吴学军）

赤壁市地税局持续开展党风廉政警示教育
“我们公司规模较小，银行贷款审批

的要求多，民间借贷利率又高，融资一直
很困难。没想到按期纳税还能'贷'来贷
款，更没想到办理这么便捷。”?一提起

“纳税信用贷”，通城县锦山基地荼场负
责人象是打开了话匣子，兴奋不已地向
同为企业老总的朋友们介绍着。

2015年9月17日上午，随着通城县
锦山基地荼场与湖北省建设银行通城支
行签订“银企合作协议”，湖北省国地税、
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在全省范围内
联合推出的“纳税信用贷”服务项目在通
城正式启动。通城县锦山基地荼场成为
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而在第一次尝
到甜头后，今年锦山基地茶场又凭借良
好的纳税信用“贷”来了100万“真金白
银”。

据了解，与锦山茶厂同样面临融资
困难的小微企业不在少数。而小微企业
只需符合三个条件就可申请“纳税信用
贷”：近2年按时足额纳税，没有不良缴
税纪录，最近一次纳税信用等级评定应
为A级或B级；企业持续经营期3年以
上，资产负债率在65%以下，无不良信用
记录和涉诉风险；企业实际控制人信用

记录良好。根据企业的纳税情况，最高
可申请200万元的贷款。2016年，全县
共有13户诚信纳税企业被评为A级；
322户纳税人被评为B级。

“纳税信用贷”在为一些企业换来了
真金白银的同时，也让有些企业“吃起了
醋”。眼看着其他企业纷纷受益于“信用
贷”，通城县银珠米业有限责任公司经理
胡汉方“坐不住了”。“说实话，之前觉得
纳税信用A级评定是一个荣誉，不着
急。没想到地税局来真的，信用等级可
以带来200万的免抵押贷款，明年一定
要争A啊。”

据介绍，当前，通城县国地税和建设
银行正通过市级主流媒体、微信微博、
QQ群、办税服务厅等多种形式开展广
泛宣传“纳税信用贷”。与此同时，建立
完善了沟通机制，并且明确专人负责对
接，协调解决服务中出现的问题，对服务
合作进行监控、统计、分析与评价，为纳
税信用A、B级企业提供全面的金融服
务。截至2016年11月，全县已有6家纳
税信用等级为A级、B级的企业通过“纳
税信用贷”项目，获得贷款264万元。

（通讯员 胡卫刚 张洞石）

诚信纳税，335家企业可“贷”真金白银

王涛遗失温泉贵人鸟服装店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422303600122564，特声明作废。

王涛遗失温泉贵人鸟服装店税务登记证
正 ，副 本 ，社 会 统 一 信 用 代 码 ：
42062319771212001752，特声明作废。

武汉顺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通城分
公 司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422324000002035，特声明作废。

冯 丽 遗 失 就 业 失 业 登 记 证 ，编 号 ：
4212022012003653，特声明作废。

杜群如遗失坐落于嘉鱼县鱼岳镇沙阳大道
（农行鱼岳分理处院内）的房屋所有权证，证号：
00014504、00014505，特声明作废。

高志龙遗失地税税务登记证正本，证号：
42230119520611761，特声明作废。

嘉鱼县财政局遗失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嘉鱼
县支行退耕还林专户开户许可证正、副本，核准

号：Z5360000011201，粮食风险基金专户开户
许可证正、副本，核准号：Z5360000011301，特
声明作废。

朱伟遗失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原
证编号：420001011282，特声明作废。

通城县隽水镇阔田小学遗失法人证书正、
副本，证号：142122200123，特声明作废。

通城县隽水镇阔田小学遗失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本，代码：42131198-2，特声明作废。

徐益彬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编号：
421224199305170054，特声明作废。

李进华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编号：
4212022015003210，特声明作废。

咸宁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失组织
机构代码证，代码：91421202665457785w ，特
声明作废。

咸宁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国税增值
税普通发票领取薄遗失，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421202665457785w，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