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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公告
我公司于2017年4月28日在咸宁日报上刊登在

《嘉鱼县司法拍卖公告》中“2017年5月16日17时前
凭竞买保证金收据及有效证件到咸宁市产权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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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更改为“2017年5月15日17时前凭竞买保证
金收据及有效证件到咸宁市产权交易中心或湖北泉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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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咸宁市产权交易中心

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5月12日

注销公告
咸宁驰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号：91421200MA48ATPW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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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宁驰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17年5月 12日

湖北咸宁楚天瑶池温泉景区开发有限
公司（更名后为：湖北咸宁瑶池温泉酒
店有限公司）：

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将
《咸宁市地方税务局限期缴纳排污费
通知书》（咸温地税限缴字〔2017〕
0001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请你单位
应及时按通知书中的要求处理相关事
项。

附件：
咸宁市地方税务局限期缴纳排污

费通知书
咸温地税限缴字〔2017〕0001号
湖北咸宁楚天瑶池温泉景区开发

有限公司（更名后为：湖北咸宁瑶池温
泉酒店有限公司）：

咸宁市 环保局核定你单位2009
年6月1日至2013年12月31 日应缴
排污费 390661.00 元（环监费核字
〔2010〕343 号、环监费核字〔2012〕
061号、环监费核字〔2013〕317号），
你单位未按期限申报缴纳。根据《湖
北省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第二十条规定，限你（单位）于 2017
年 6月 15日前足额缴纳。逾期拒不
缴纳的，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

咸宁市地方税务局温泉分局
2017年5月8日

咸宁市地方税务局温泉分局限
限期缴纳排污费通知书送达公告

咸温地税送达公告〔2017〕001号

遗失声明
李学军遗失位于嘉鱼县鱼岳镇西正街的嘉鱼县工

商行政管理局 2013 年 4月 22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422322600202390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特声明作废。

李吉明遗失温泉高地清吧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422303600128831，特声明作废。

咸安区踏旺鞋业店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422301800056546，特声明作废。

刘志遗失温泉伊龙网吧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22303000000122，特声明作废。

伍宁英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22301600232335，特声明作废。

通城县气象局遗失坐落于通城县隽水镇银城路
的房屋所有权证，证号：013800，建筑面积288.57平
方米，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咸安区绿色减肥美容养生馆遗失个体工
商户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22301800064683，特
声明作废。

拍卖招商信息
近期将公开拍卖通山县老看守所、拘留所房地产及地

面附着物。该地块位于：通山县赤通公路旁；土地面积：
17561.2平方米（约26.34亩）。

有意者请联系：13476952051（周）、18995827737（易）
通山县公安局
湖北诚成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5月8日

崇阳中医院崇阳中医院
骨伤科骨伤科

湖北省重点专科湖北省重点专科
（（咸咸））医广医广【【20172017】】第第44--77--11号号

电话：3066175 3066171
13971802002

地址：崇阳县天城镇程家巷36号

神州风采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国务院日
前印发《关于进一步削减工商登记前置审
批事项的决定》。本届政府成立之初，工商
登记前置审批事项共有226项，2014年经
过三批集中调整，保留34项。此次再削减
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5项。至此，工商
登记前置审批事项87%改为后置审批或

取消。
为持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降低企业

制度性交易成本，打造有国际竞争力的营
商环境，根据国务院部署，2016年以来，国
务院审改办、工商总局会同有关部门进一
步推进削减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工作。
在总结上海、广东、福建有关自由贸易试验

区改革试点经验和专家学者意见建议的基
础上，重点研究了改为后置审批后加强监
管的措施、潜在风险的防范和处置、改革条
件是否成熟等，决定再削减工商登记前置
审批事项5项。

具体是：省级人民政府商务行政主管
部门实施的设立典当行及分支机构审批；

省级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广电行政主管部
门实施的设立中外合资、合作印刷企业和
外商独资包装装潢印刷企业审批，设立从
事出版物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审批；中国
民用航空局实施的外航驻华常设机构设
立审批、民用航空器（发动机、螺旋桨）生
产许可

国务院再减5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
至此，87%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或取消

美邀请韩新总统访美
新华社华盛顿5月11日电 美国白宫说，美国总

统特朗普当天同韩国新当选总统文在寅通话，邀请文
在寅近期访美。

白宫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特朗普在通话中祝贺
文在寅胜选。双方同意继续加强美韩同盟，深化两国
友谊。声明还说，特朗普邀请文在寅近期访美，文在
寅接受了这一邀请。

韩国第19届总统选举投票于9日举行。韩国中央
选举管理委员会10日上午确认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文在
寅当选新一届总统，文在寅由此正式开启总统任期。

文在寅当天在韩国首尔国会议事堂举行的宣誓
就职仪式上表示，为了半岛和平，他随时愿意访问美
国，在条件允许时将访问朝鲜。

特朗普想改善美俄关系
新华社华盛顿5月11日电 美国白宫说，美国总

统特朗普当天会见到访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时，强
调想要改善美俄关系。

白宫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特朗普表示美俄在解
决中东和其他地区冲突方面存在进行更广泛合作的
可能性，并进一步强调了他改善美俄关系的愿望。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当天也与拉夫罗夫举行会
晤。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双方讨论了乌克兰
和叙利亚问题，以及包括战略稳定在内的其他双方共
同关心的问题。

美国务院的声明说，在叙利亚问题上，双方重申
支持联合国主导下的叙利亚政治进程。在乌克兰问
题上，蒂勒森表示，除非俄方改变在乌克兰问题上的
行为，美国将继续保留对俄制裁。

桂林首家共享汽车运营
新华社南宁5月11日电 打开手机APP，实名认

证，下单打开车门，简单几个步骤游客即可把街头的
共享汽车开走。桂林首家共享汽车Gofun11日正式
投入运营，今后游客一下高铁或飞机就可以享受共享
汽车带来的便利。

Gofun出行桂林分公司总经理李岩介绍，Gofun
现已在桂林布局8个网点140辆共享汽车，目前投入
使用的车型均为新能源纯电动汽车，满电续航里程为
170公里－180公里。共享汽车使用费用包括时长费
用和里程费用两部分，其中时长费用为每分钟0.2元，
里程费用为每公里2元。

相比传统的租车方式，共享汽车免去了繁琐的租
车手续，通过手机APP就可完成注册和租车。

巴西前总统受法官质询
新华社巴西库里蒂巴5月11日电 被指控涉腐

的巴西前总统卢拉10日在巴西南部巴拉那州首府库
里蒂巴首次接受联邦法官塞尔吉奥·莫罗的质询。这
是卢拉在受到指控后首次接受莫罗的质询。

莫罗负责调查巴西石油公司（简称巴油）腐败案，
他2016年9月宣布接受检察院对卢拉犯有贪腐和洗
钱罪的指控。

在当天下午将近五个小时的质询中，莫罗主要对
卢拉与巴西奥亚斯建筑公司的关系提出疑问。 卢拉
在质询中否认自己曾从奥亚斯建筑公司获得任何房
产，说自己也没有购买此房产的意愿。他表示对巴油
高管的腐败行为并不知情，巴西检方对自己提出的指
控没有根据。

青岛港码头
投入运营

5月11日，山东青岛港前湾港区四期
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正式投入商业运营，
设计年通过能力达520万个标准集装箱，
可停靠24000标准集装箱船舶。

这个码头由青岛港集团主导，数十家
合作方参与，实现了集装箱码头作业工艺
流程化、决策智能化、执行自动化、现场无
人化和能源绿色化。与传统作业码头相
比，堆场利用率提升 10%，作业效率提升
30%，操作人员减少了 70%。青岛港始建
于 1892 年，2016 年货物吞吐量突破 5 亿
吨。 据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教育部副
部长田学军11日下午在国务院新闻办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国持续加大中国
学生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的支持力
度，2012年以来，我国共有35万多人赴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其中国家公派
人员1.19万人。

“教育为国家富强、民族昌盛、人民幸
福之本，在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
心相通中，既具有黏合剂、催化剂和润滑剂
的功能，又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润物无
声’的人文交流属性，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田学军表示。

据统计，截至2017年4月，我国已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45份教育双
边多边合作协议，与24个沿线国家签署了

学历学位互认协议。
同时，我国持续加大沿线国家学生来

华留学支持力度。设立“丝绸之路”中国政
府奖学金项目，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向“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倾斜，形成国家、地方、高
校三级奖学金网络。2016年度，“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奖学金生占比超过
60%。

此外，为加快推进语言互通，我国积极
实施与沿线国家的政府间语言项目，加大
互学语言力度。2012年以来，我国共派出
非通用语种人才3454人出国学习与进修
培训；截至2017年3月，“一带一路”沿线
53个国家开办137所孔子学院、131个孔
子课堂，推动汉语教学为沿线国家社会经
济发展服务。

我国鼓励留学“一带一路”
6年以来，35万多人赴沿线国家留学

新华社兰州5月11日电 连接陕西
与甘肃的宝鸡至兰州客运专线，正在进行
开通运营前的准备工作。随着开通日期的
日益临近，从古丝绸之路起点陕西西安，向
西一直到新疆乌鲁木齐，一条长达2300多
公里的“高铁丝路”即将全线贯通。

宝兰客专是中国“四纵四横”高铁主干
网的“最后一公里”，全长401公里，设计时
速250公里，于2012年年底开工建设。今
年4月6日，这条高速铁路轨道全部铺设

完毕。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宝兰客专项目设

计总工程师郭俊奇说，宝兰客专从东、西两
个方向，分别与已经通车的西安至宝鸡高
铁、兰新高铁连接，建成通车后，从西安到
乌鲁木齐的高铁线路将全线贯通，形成一
条“高铁丝路”。

今年3月 21日，占宝兰客专总长度
89％的甘肃段开始联调联试。截至目前，
列车累计上线检测4.88万公里，完成单列

动车组时速从160公里至275公里的10
个提速试验，重联动车组上下行线时速
200公里、230公里、250公里的测试，以及
信号系统联调联试等各项任务。

道路连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内容
之一。从西安到乌鲁木齐，在古代用驼队
走完这段路程需花费数月。如今，古丝路
沿线早已不闻驼铃声，但普速铁路仍需一
昼夜以上。

即将贯通的“高铁丝路”，带来的是出

行时间的大大缩短。兰新高铁开通后，兰
州与乌鲁木齐间的列车运行时间从25个
小时缩短为11个多小时。宝兰客专开通
后，西安与兰州间将从7个小时缩短到3
个小时。

“宝兰客专全线开通已进入倒计时。”
在负责甘肃段工程建设管理的兰新铁路甘
青有限公司采访时，工程技术部副部长邢
培刚对记者说：“再过不久，乘高铁畅游古
丝路的梦想就会变为现实。”

中国“高铁丝路”即将贯通
西安至乌鲁木齐，2300多公里古丝路将通高铁

波音中心在浙江开工
新华社杭州5月11日电 波音737完工和交付

中心11日上午在浙江舟山朱家尖航空产业园正式开
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林念修表示，这一生产基
地开工表明中国的投资环境升级，坚持互利共赢的开
放战略，外商投资便利化程度越来越高。

波音项目是中美两国加强高新技术领域合作的
一大突破。2016年10月28日，浙江省、美国波音公
司、中国商飞公司在杭州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宣
布波音737完工和交付中心落户舟山。

据了解，波音项目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波音公
司与中国商飞合资的波音737完工中心，二是波音公
司独资的737交付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