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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咸安区国资局委托,我公司定于2017年2月
21日上午9时，在咸宁市咸宁大道35号天伦皇朝
时尚酒店会议室公开举行“咸安区公车改革处置车
辆拍卖会（第三场）”。

一、标的概况
咸安区公车改革处置车辆一批（详见清单）,车

型涵盖普通轿车、越野车、面包车、商务车等。
二、标的展示时间及地点
2017年2月14日至20日（每天9:00-17:00）

在咸安区凤凰工业园湖北德瑞琪电梯有限公司（甘
棠水陆派出所对面）公开展示。

三、竞买登记手续办理
凡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 均可报名参加竞买。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7年2月20日17时前自行到银行交纳竞买保证
金（不接受现金报名）,并携带相关有效身份证明到
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和领取《拍卖文件》。交
纳人民币一万元竞买保证金的只限竞得一辆车, 交
纳人民币三万元竞买保证金的不限定竞得数量。
(注: 双休日不接受跨行转账交纳竞买保证金)

四、提示
1、拍卖会交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日期: 2017年2

月20日17时整(以截止时间前实际到账为准),拍卖
当日(即20l7年2月21日)不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2、此次拍卖采取“车、牌分离”,以车辆实际展
示现状拍卖并以车辆现状交付;

3、拍卖成交后车辆过户交易所需税、费由买受人
承担;

4、办理转籍外迁的车辆须满足转入地的车辆
入籍政策(竞买人应自行了解);

五、保证金交纳账户
户名: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行:工商银行咸宁市泉塘支行
账号:1818000509200009211
六、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18607240013（章）18507249996

（张）0715-8278999（办）
地 址: 咸宁市咸宁大道39号国际大厦A座

19层
公司网址: www.hbqspm.com
微信公众号：hbqspm

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2月10日

咸安区公车改革处置车辆拍卖会

拍卖公告
（第三场）

“事必有法，然后可成”。习近平
总书记曾深刻指出：“要学习掌握唯物
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
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
问题的本领。”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想所蕴含
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和科学
思维，用科学的方法论引领和指导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系统
工程，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
面。“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彼此
联系、互相联动、互为影响。比如产
能过剩严重会导致高库存，高库存会
导致高杠杆，高杠杆会导致高成本，
高成本又必然推高杠杆和加库存；又
比如资源错配、结构失衡，必然导致
短板过短、短板过多，导致产能过剩、
库存加大，而产能过剩、库存加大又
必然固化和加剧资源错配、结构失
衡。因此，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不能囿于一隅不顾全局。

任务繁重、情况复杂、问题交织，

必须增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系统
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上指出的“三大失衡”问题在我
省不同程度存在，优势错配、投资错
配、需求错配，使得我省经济面临较
大下行压力，结构性问题较为突出。
我们必须坚持系统思维，统筹部署、
统筹推进，把去产能与降成本和补短
板特别是补制度短板紧密结合起来；
把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与加大

“放管服”改革力度、扩大开放结合起
来；把推动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加快
技术改造步伐，与推动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结合起来；把去房地产库存与推
进新型城镇化、补齐公共服务短板紧
密结合起来；

把去杠杆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结合起来。

区域不同、重点不同、难点不同，
突破口也应有所不同，必须增强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针对性。拿一些改
革任务来说，目前我省还有煤矿 162
处，产能1235万吨，主要集中在恩施、

宜昌；去库存，武汉市的主要任务是
控房价，其他市州县的主要任务是去
库存。抓不住重点，分不清主次，胡
子眉毛一把抓，改革效果必然大打折
扣。就全省来说，思想要统一，行动
要统一，但在具体任务、具体方案上，
各个地方要因地制宜，找准突破口，
对症下药，精准施策；要结合地方实
际，从本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位
优势出发，谋划和培育好支撑本地长
远发展的特色产业、优势产业，培育
本地的核心竞争力。

改革争在朝夕，落实难在方寸。
强调辩证思维、科学施策，强调协同
推进、因地制宜，其目的都在于推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到实处、干出实
效。以经济社会发展的质效、以市场
主体的获得感检验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成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
效检验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
政治态度，检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
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能聚合
起强大的动力，日日思进，步步前行。

科学施策 增强系统性和针对性
——三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湖北日报评论员

现由原咸宁伟光枫丹天然气有限公司与湖北枫丹能源有限公司解
决资产问题。因原咸宁伟光枫丹天然气有限公司温建国个人股权被浙
江瑞安市人民法院冻结，现声明：温建国请于2017年2月16日前与原
咸宁伟光枫丹天然气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联系，逾期将由原咸宁伟光枫
丹天然气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全权处理所有事宜。

特此声明
原咸宁伟光枫丹天然气有限公司

2017年2月10日

声 明遗失声明
金马遗失机动车驾驶证，证号：

422301198612297618，特声明作废。
刘浩遗失温泉友邦科技店的税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证 号 ：
422301198408060912，特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咸宁腾峰汽车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91421200MA48AHA49Y）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于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

特此公告
咸宁腾峰汽车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2月10日

崇阳中医院骨伤科崇阳中医院骨伤科
湖北省重点专科湖北省重点专科
咸医广咸医广【【20162016】】第第0303--2626--11号号

电话：3066175 3066171 13971802002
地址：崇阳县天城镇程家巷36号

各地春招会火爆

8日上午，郑州下起新年的第一场雪，
但飘扬的雪花并没有阻挡求职者的热
情。被求职者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展台
前，为了能正常交流，应聘双方都扯起嗓
门喊。

河南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卢宇介绍，
从6日以来情况来看，这是有史以来河南
省最火爆的招聘会。“全场每天能同时容
下160家招聘单位，截至目前，来我们这
里登记报名的已经达到了2100多家，这
就意味着未来的10余天，招聘会将场场
爆满。”卢宇说。

南方人才市场春节后首场招聘会上，
珠三角180多家企业提供了近4000个职
位，吸引进场求职者约2500人。从2月6
日开始到3月31日，其间将召开46场专
题招聘会，预计将有约5000家次企业入
场招聘，提供10万个职位。

线下求职忙，线上也没闲着。2017
年“全国工会就业创业援助月”活动8日
在南宁启动，在招聘会期间，全国总工会
权益保障部搭建了工会就业服务网络平
台“日日挑”网站，并开通工会就业服务
APP，同广西工会微信平台、桂工网等同
步开展网络招聘活动。

在河南周口市淮阳县“河南春风行
动”现场、上海市2017年应届高校毕业生

首场招聘会，互联网线上招聘洽谈成为一
大亮点。记者在上海招聘现场看到，一些
企业的“易拉宝”和招聘海报上加载了招
聘专用的微信公众号二维码。现场不少
学生不仅用手机拍摄企业的招聘海报，还
拿出手机开始扫二维码，实时跟踪心仪企
业的招聘动态。

三大特点传递就业新趋势

火爆的招聘场景、种类繁多的岗位
——梳理来自多地的春季招聘会，呈现出
一些招聘就业新趋势。

中西部地区返乡就业意向愈浓。据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统计，作
为人口大省和农村劳动力大省的河南，
2016年河南省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有九
成以上在省内就业，这种情况一定程度上
加剧了省外用工企业在河南“招工难”。

湖南省人才市场根据各个行业的供
需数据分析认为，57％求职者系返乡人
才，数据达到近年来历史最高峰，求职者
在家门口就业的意愿越来越浓，而90％以
上企业也表示更青睐省内求职者。

制造业需求热度由东部沿海转向中
西部。记者从湖南省2017春季大型人才
招聘会上了解到，本次招聘会共有150家
企事业单位参加，其中以比亚迪、金杯电
工、山河智能等为代表的生产制造业企业
招聘需求最为强烈，技术类岗位和市场营

销岗位目前市场缺口最大。
南方人才市场的统计分析，“贸易、批

发和零售业”招聘需求居首位，占所有行
业总量的19％，显示贸易、零售业的市场
整体环境供销畅旺。“制造业”是传统招聘
需求大户，排名第二。但总体需求呈现逐
年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是由于珠三角地区
人力成本逐年上涨，制造业陆续向内地迁
移。

新兴行业需求势头强劲。“今年初招
聘任务比较重，研发人员需招20多人，业
务人员需求量高达数百人。”在湖南招聘
市场举行的“开年抢才”大型招聘会上，湖
南德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廖
小姐看着展位前挤满的求职者说。

南方人才市场介绍，“信息传输、计
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排名第三，与去年同
比，企业招聘需求增幅超过1倍，占所有
行业总量的11％。其中业内的大数据应
用技术岗位表现抢眼，最为紧缺，预计本
年度大数据技术人才薪酬将有5.8％的
涨幅。

结构性问题犹在

针对今年春季招聘市场呈现的人才
回流、新兴产业用工旺盛等趋势，有关专
家表示，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深化，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新动力加速转化，将催生更
多新的用工需求，家乡吸引力将更旺盛，

但区域、行业、企业、就业情况分化趋势凸
显，对求职者技术和质量提出了更高要
求。

“今年上海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情况
‘整体稳定’，用人单位需求量在增加，岗
位数也在增加，教育部门和更多毕业生开
始将目光转向高质量就业。”上海市教委
副主任郭为禄说。

广东省劳动学会副会长罗明忠认为，
针对大学生就业，各地政府应更多出台就
业好政策，落实好就业补助，鼓励“三支一
扶”、鼓励创业等，在扩大途径解决大学生
的就业问题。

高端制造业、高科技人才空缺大，技
能型技工供给也很不足。湖南省人才市
场交流部部长方姝介绍，与去年春招相
比，湖南今年需求最旺盛的是技工类岗
位，机械制造类招聘人数占比最大，占到
总招聘人数的40％。

“我国实施《中国制造2025》，可以预
见，未来的生产制造行业人才需求还会继
续在全行业排名处于相对靠前的位置，该
行业对复合型技术人才的需求会更为迫
切。”方姝说。

春季招聘会透露哪些新信号

机器人本体结构工程师、机器人运动控制算法工程师、微信认证员、滴滴打车

APP电话客服……各地春季招聘会市场摩肩接踵，新颖的岗位亮相人才市场。

2月8日，演员在河北省广宗县民间文化艺术节上进行打鼓表演。
当日，河北省广宗县举办民间文化艺术节，一千多名农民演员通过舞狮、扭秧歌、跑旱船等方式迎接即将到来的元宵佳节。

据新华社

多彩民俗迎元宵

2 月 9 日，两名社火队员在进行表
演。当日是农历正月十三，陕西陇县河
北镇李家下村锣鼓喧天，村里的社火队
进行社火表演迎接即将到来的元宵佳
节。

2 月 9 日，山东省淄博市科苑街道
泰苑社区开展“扎灯笼、包元宵、猜灯
谜”活动，社区居民、志愿者欢聚一堂，
喜迎元宵佳节，营造邻里友爱的和谐文
化氛围。

美军空袭叙利亚
炸死11名“基地”恐怖分子

据新华社华盛顿2月8日电 美国国防部8日说，
美军本月初对叙利亚伊德利卜附近的“基地”组织目标实
施了两次空袭，共炸死11名恐怖分子，其中包括一名该
组织头目。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杰夫·戴维斯当天在一份声明中
说，美军在4日的空袭行动中炸死了“基地”组织头目阿
布·哈尼·马斯里。此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负责阿
富汗境内多个“基地”组织训练营的创建和运作，与该组
织领导人扎瓦赫里和前领导人本·拉丹交往甚密。

以色列战机轰炸加沙
造成7人死伤

据新华社加沙2月9日电 以色列战机9日凌晨轰
炸了加沙南部与埃及相邻地带，造成两名巴勒斯坦人死
亡、5人受伤。

巴勒斯坦卫生部发布的声明证实了伤亡消息，称两
名死者均为男性，伤者已被送往加沙南部拉法市的医院
救治。声明说，以军袭击目标是加沙与埃及接壤处的地
下走私隧道。

以色列军方8日晚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最南端城市
埃拉特当天深夜遭到4枚火箭弹袭击，以空军轰炸加沙
南部与埃及交界处，即是对此次火箭弹袭击的报复。

“伊斯兰国”宣称

制造阿法院袭击事件
据新华社喀布尔2月9日电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8日晚发布声明宣称，7日发生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自
杀式爆炸袭击事件系该组织所为。

据当地媒体哈马新闻社报道，“伊斯兰国”在发布声
明的同时，还公布了袭击者的一张照片。

位于喀布尔的阿富汗最高法院附近7日下午发生自
杀式爆炸袭击。据阿卫生部9日的最新消息，爆炸已造
成21人死亡、41人受伤，死者中包括9名女性。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认为

美中关系长期向好
据新华社纽约2月8日电 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

会主席欧伦斯8日说，随着人文交流的不断加强，美中两
国关系长期向好。

为推动“中国大熊猫入住纽约项目”而举办的筹款活
动当天在纽约举行。欧伦斯在参加活动前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中国大熊猫入住纽约项目”是美中人文交流不
断深入的又一个象征。两国人文交流势头走强，对两国
关系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他说，在美中国留学生超过
30万人，在华美国留学生已超两万人，这些年轻人能更
好地了解对方国家和文化，他们将成为促进美中友谊的
接班人，“这种由人文交流促进的相互理解，将使两国关
系更加紧密”。

法国一核电站发生爆炸
导致5人受伤

据新华社巴黎2月9日电 据法国媒体报道，法西
部拉芒什省弗拉芒维尔核电站厂区9日上午发生爆炸，
造成5人轻伤，但没有核泄漏危险。

法国媒体援引当地省政府和核电站方面消息报道
说，这次由火灾引起的爆炸并不在核电站核心区域，没有
核泄漏危险，因此当地政府没有启动特别干预措施，仅派
出常规消防队员进行处理。

当地媒体说，这家核电站属于法国电力公司，爆炸发
生地点远离反应堆所处核心区域。爆炸造成5人轻伤，
目前消防队员已将伤者送往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