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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国家统
计局1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国民经
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生产需求稳中有
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

从生产来看，工业生产增势明显，服务
业增长平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实际增长7%，增速比上月加快1
个百分点。4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

比增长8%，增速比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
从需求来看，消费、投资增速略有回

落，外贸增速由降转升。4月份，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9.4%，增速比上月回
落0.7个百分点。1至4月份，全国固定资
产投资同比增长7%，增速比1至3月份回
落0.5个百分点。4月份，进出口总额同比
增长7.2%，上月为下降2.5%。

与此同时，就业和物价保持稳定。4月
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9%，比上月下
降0.2个百分点。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
业率为4.7%，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4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8%，涨
幅比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

此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成
效继续显现。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产能

利用率为76.5%，比上年同期提高0.7个百
分点。

“总的来看，4月份国民经济延续了稳
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但也要看
到，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国内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的基础仍需巩固。”国家统计局新闻
发言人刘爱华说。

我国经济运行总体稳定
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仍需巩固

俄伊

将共同维护伊核协议
据新华社莫斯科5月15日电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近日在会见到访的伊朗外长扎里夫时说，俄罗斯将和伊朗
及其他有关各方共同维护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据俄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拉夫罗夫在会谈时说，
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导致当前的危机局面，俄罗斯希望和有
关各方利用现有机制，阻止破坏伊核协议这一重要文件，
防止地区局势出现动荡，避免使国际防扩散机制受到新的
威胁。

拉夫罗夫说，俄罗斯十分理解伊朗维护自已合法利益
的愿望，在伊核协议问题上，俄罗斯和其他各方都有自已
的合法利益，这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核可，必须共同加
以捍卫。

扎里夫在会谈时说，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他接连
访问中国、俄罗斯和部分欧洲国家，目的是确认伊朗利益
将在伊核协议框架下得到保护。扎里夫说，违反国际法已
成为美国政府的习惯，国际社会必须捍卫国际法则，伊核
协议在伊朗、欧盟以及美国之间实现了义务平衡，在美国
退出协议后，这一平衡被打破。

经通城县人民政府批准，受通城县
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城投公司）委托，湖北德竞拍卖有限
公司定于2018 年 6月1日下午3:00在
通城县便民服务大厅5楼A502开标大
厅公开拍卖通城县隽衡建设工程质量检
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隽衡公司）三年经
营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基本情况：通城县隽衡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注册资金
183万元，公司性质为有限公司，具有独
立 法 人 资 格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1222788155773L，公司主要从事建
筑材料见证取样、设备安装、主体结构等
三项工程质量检测业务，公司地址位于
通城县隽水镇湘汉路356号。目前三项
质量检测业务的机械设备齐全，企业资
质完备，资质有效期至2019年6月，计
量认证有效期至2022年3月。

二、拍卖起拍价：按经营期内营业
收入的15%作为起拍价。

三、报名申请及拍卖文件获取：申请

人在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自行下
载拍卖文件。拍卖标的物自公告之日起
在其所在地公开展示，湖北德竞拍卖有限
公司不另行组织现场查勘和情况介绍。

申请人于2018年6月1日下午1：
30至2：30在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办理报名登记手续，经湖北德竞拍卖有
限公司审核后将确认竞买资格，并发放
《竞买资格确认书》，逾期不予受理。

四、竞买人资格：报名人必须是具有
合法资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质
量检测行业企业法人，该公司所具备的
检测项目必须多于通城县隽衡建设工程
质量检测有限公司，能独立承担民事责
任，无任何不良社会记录、行政违规记
录、司法执行记录等，具有良好的财务状
况、支付能力和商业信用，且资金来源合
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本项目对受让
人应当具备条件的规定。

五、其他事项：本次拍卖采取增价拍
卖方式，按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买人。

六、联系方式和银行账户:

1、联系方式：
地址：通城县银山大道银山金城1

号楼七楼
联系人：廖先生
联系电话：17720317252
2、银行账户及保证金交付
拍卖竞买保证金金额：叁拾万元整

（￥：30万元）
递交形式：电汇
递交时间：2018年05月31日00

时00分00秒至23时59分59秒。
拍卖竞买保证金必须从企业的基本

账户汇至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指定
账户, 以到达指定账户时间为准，提前或
逾期到账的拍卖竞买保证金视为无效
（跨行汇款须注意到账时间）。

开户银行：建行咸宁通城支行
户名：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账号：42001696308059111999
行号：105536463086

湖北德竞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05月16日

通城县隽衡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三年经营权拍卖公告

（一）地块号：拍卖P（2018）03号；
（二）地块位置：赤壁市万亩茶园内，107国道西北侧地块二
（三）出让面积：26339.79平方米；
（四）土地用途：商业用地 ；
（五）规划容积率：＜0.2；
（六）规划建筑密度：＜30% ；
（七）绿地率：＞30%；
（八）建筑限高：＜12米；
（九）出让年限：商业40年；
（十）拍卖起始价：1264.32万元；
（十一）成交价：1270万元；
（十二）竞得人；卓尔赤壁文化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十三）公告时间：2018.4.21至2018.5.14；
（十四）成交日期：2018.5.15；
土地评估备案号：4200318BA0009

湖北省赤壁市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成交公示

（一）地块号：拍卖P（2018）04号；
（二）地块位置：赤壁市万亩茶园内，107国道西北侧地块一
（三）出让面积：28927.15平方米；
（四）土地用途：商业用地 ；
（五）规划容积率：＜0.6；
（六）规划建筑密度：＜30% ；
（七）绿地率：＞30%；
（八）建筑限高：＜15米；
（九）出让年限：商业40年；
（十）拍卖起始价：1388.48万元；
（十一）成交价：1394万元；
（十二）竞得人；卓尔赤壁文化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十三）公告时间：2018.4.21至2018.5.14；
（十四）成交日期：2018.5.15；
土地评估备案号：4200318BA008

湖北省赤壁市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成交公示

电话：3066175 3066171
13971802002

地址：崇阳县天城镇程家巷36

崇阳中医院崇阳中医院
骨伤科骨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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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产业是人口合理聚集、城市健康发展
的基础。

预计总投资300亿元的超大型旅游
康养项目——“落雁湖·未来城”落户咸
宁。5月8日，咸宁市政府与云南城投集
团、成都环球世纪会展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在成都签署项目投资协议。

该项目初步选址北部空间。项目建
成后将包含文旅项目群、国际会议中心、
旅游小镇、度假酒店、雅致民宿、国际医疗
中心、康养、生态住宅等业态。按照“大旅
游、大健康、大文化”的发展战略要求，投
资方拟将该项目打造成绿色、生态、宜居
的新型城镇典范，华中地区重要的旅游目
的地和全国康养文化旅游胜地。

4月28日上午，位于咸宁梓山湖蜜
月湾的玫瑰园景区浪漫开园。该玫瑰
园以“爱情”为主题，占地总面积17.6公
顷，现有树状、古桩、大花、藤本、丰花、
地被、微型、切花等玫瑰品种500余个，

融合了欧式园林理念和东方生态神韵，
融情于景、融景于情、情景交融，是集观
光旅游、婚纱摄影、节庆活动于一体的
浪漫情园。

9年前，咸宁市政府与联投集团签署
战略合作，将梓山湖新城定位为武汉城市
圈“两型”健康产业示范区、咸宁北部空间
卫星城，着力打造咸宁旅游的文化新名
片。

走进大洲湖生态示范区PPP项目建
设现场，中建三局建设者正在加快推进项
目。

大洲湖紧邻我市西北两条区域发展
带和主城区北部新城交界处，是全市北部
的生态屏障和形象展示名片，具有桂乡文
化、温泉文化、楠竹文化、水文化等多项本
地文化资源。大洲湖生态示范区PPP项
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市政基础设施、骨架
路网、水利工程、湖泊湿地等，目标是打造
公园城市支撑点，绿色发展示范区，为
2020看咸宁贡献力量。

步入北部空间，项目落子如飞、纷至
沓来。绿地集团进驻、原乡小镇、江南里、

际华园等一批绿色项目加快推进。

三

根据《咸宁市北部空间概念性总体规
划》，北部空间将对标河北雄安新区，以北
部新区“田园特色”为基础,引入“国际慢
城”概念，总体定位为“慢享田园，生态新
城”。

坚持生态优先、创新驱动、绿色崛起
战略，着力保护优美生态环境、发展绿色
高新产业、构建便捷高效交通、建设城乡
共融新城。

以完善区域功能、服务城市为目的，
采取四大模式实现乡村振兴，城乡共融。
即点状开发，一村一品，通过拼贴的方法
盘活带动乡村振兴；带状开发，沟谷经济，
通过休闲农业带动乡村振兴；组团开发，
窄路密网，通过功能复合的小街区促进产
城融合；产业集聚，协同开发，通过文旅康
养产业的集聚协同开发促进城乡共融。
最终总体呈现一轴、一核、两片、一带、两
翼、多点的结构。

着力构建“生态生活圈”，即500米见

园、1000米可达城市公园或体育公园、
3000米可达森林公园或湿地公园，规划
建设5个一级公园（湿地公园、郊野公园、
主题公园）、5个二级公园（体育公园、城
市公园）、20个以上的社区游园，将北部
空间打造为公园城市建设典范。

通过布局一环加多轴，四大主题功能
的绿道网络，由绿道串联各个生态公园，
形成与机动车空间隔离，承载市民健身、
休闲、娱乐功能，城乡一体、区域联动的绿
道体系。

在产业准入，优先引进绿色、创新型
项目和文旅项目。构建以田园为特色，以
休闲农业、健康养生、旅游度假、创意研发
为主导产业的绿色增长极。布局综合服
务、田园创智、农业休闲、生态度假、康养
文旅五大产业组团，加快改造传统产业，
构建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城镇产
业和现代绿色产业体系。

任重道远须策马，风正潮平好扬帆。
不久，一个集绿色生态新城区、创新驱动
引领区、绿色发展示范区的标杆将呈现在
人们面前……

据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财政部
网站近日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18473亿元，同比增长
11%；1至4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69019亿元，同比增长12.9%。

当日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中央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188亿元，同比增长
12.5%；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9285

亿元，同比增长9.5%。全国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16567亿元，同比增
长14.6%；非税收入1906亿元，同比下降
12.9%。

从主要收入项目来看，1至4月累计，
国 内 增 值 税 2346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8.4%；国内消费税5095亿元，同比增长
24%；企业所得税13739亿元，同比增长

13%；个人所得税5735亿元，同比增长
20.8%；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5772亿
元，同比增长15.8%；关税995亿元，同比
增长6.2%。

财政支出方面，数据显示，4月份，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696亿元，同
比增长8.2%。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
本级支出2927亿元，同比增长9.4%；地

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769亿元，同比
增长7.8%。1至4月累计，全国一般公
共 预 算 支 出 6569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3%。

政府性基金方面，1至4月累计，全国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20559亿元，同比增
长 33.7%；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6207亿元，同比增长48.9%。

全国4月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1%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473亿元

智慧农业
促发展

5月15日，山东省邹平县高新街道绿
蔬源农业合作社农业开发大型喷灌项目
区，农民在遥控无人机喷药作业。

近年来，山东省邹平县在土地流转
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农业科技、大数据应
用以及物联网信息技术等发展“智慧农
业”，开发了“智慧农业农田监测系统”等
监控农业生产的终端系统，在农田规模
化生产信息数据的收集、农机全程一体
化服务的自动化生产等方面推广应用，
使农业生产从人工劳作走向智能。

据新华社

俄法

将继续履行伊核协议
据新华社莫斯科5月15日电 俄罗斯总统普京15日

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双方表示，俄法两国将继续忠
实于履行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说，俄法两国领导人在通话中特
别关注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后所形成的局势，双方重
申，俄法两国将继续忠实于履行该协议。

双方讨论了马克龙本月24日至25日访问俄罗斯并出
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准备情况，确定了届时会谈将
涉及的重大国际和双边关系议题。双方还就叙利亚形势
交换了意见。

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宣布，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并重启
因伊核协议而豁免的对伊朗制裁。伊朗方面表示，将暂时
留在伊核协议中并与协议其他各方磋商。

2015年7月，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美国、英国、法国、
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根据协
议，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同时享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
利，国际社会解除对伊朗实施的制裁措施。

阿富汗

西部城市遭塔利班围攻
据新华社喀布尔5月15日电 阿富汗媒体15日报道

说，阿西部省份法拉省的首府法拉市15日遭塔利班武装持
续围攻，当地安全人员与塔利班武装发生激战，双方均有
人员伤亡。

阿富汗帕杰瓦克通讯社报道说，塔利班武装当天从四
个方向同时向法拉市市区发起进攻，其中位于城市北部的
第三警区被塔利班武装控制，目前战斗仍在继续。

阿富汗国防部当天发布消息证实，法拉市多地发生激
战，塔利班的进攻遭到驻守的当地安全人员反击。塔利班
武装方面目前至少有8人被击毙，阿国防部未提及法拉市
平民和当地安全人员的伤亡情况。

新华社记者当天从消息人士处了解到，塔利班武装于
当地时间15日凌晨2时左右开始进攻法拉市，阿军方已向
法拉市派出包括特种部队、空军在内的增援力量。

巴勒斯坦

抨击美使馆迁至耶路撒冷
据新华社加沙5月15日电 美国将驻以色列大使馆

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各派纷纷对美国的
迁馆行为进行抨击。

14日夜，在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主持下，巴领导层在
拉姆安拉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对美国迁馆以及50多名巴
勒斯坦人被以军打死等事件。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埃
雷卡特在会后告诉媒体，巴方强烈谴责以色列打死巴勒斯
坦无辜示威群众的“罪行”。巴方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召开
紧急会议，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对美国迁馆采取应对措施。

埃雷卡特表示，巴方将向国际刑事法院提起诉讼，申
请审理在巴勒斯坦土地上修建犹太人定居点的案件。

在召开紧急会议前，巴领导人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迁
馆。

日本

海洋政策向安保方向倾斜
据新华社东京5月15日电 日本政府15日召开内阁

会议，通过了作为日本今后5年海洋政策方针的《海洋基本
计划》。据日媒报道，该计划将往年以海洋资源开发及保
护等为主的经济发展基调，向安保、领海及离岛防卫等方
向倾斜。

该计划称，为应对日本周边海域“可能出现恶化”的安
保环境，日本将采取在西南岛屿部署自卫队及强化海上保
安厅的领海警戒体制等策略。此外，该计划中首次明确出
现“朝鲜威胁”，并称将通过增加自卫队军机、增设沿岸地
区雷达、充分利用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的先进光学
卫星等手段来强化情报收集能力。计划还指出，为确保海
上交通要道的安全，日本也将向有关国家提供装备、技术
等支援。

据日媒报道，日本政府在当天举行内阁会议前召开综
合海洋政策本部会议。日本首相安倍表示，对四面环海的
日本来说，海洋政策是决定“死活”的重要问题。在当前海
洋局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之下，政府必须团结一致守护日本
领海及海洋权益。

日本《海洋基本计划》2008年首次制定，每5年修改一
次。

据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今年首
轮高温天气影响我国大部分地区，山东有
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江苏、江西、杭州等地
突破35摄氏度。

山东省气象局15日发布了雷电黄色
预警信号，预计15日下午到夜间，山东
12市将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
伴有较强雷电。

根据山东省气象局最新发布的重要
天气预报，15日下午到夜间，聊城、德

州、滨州、东营、济南、泰安、莱芜、淄博、
潍坊、菏泽、济宁和枣庄等12市有中到
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较强雷
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雷雨地区雷
雨时阵风8级至9级。

江苏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梅15日
告诉记者，今明两天沿江苏南大部分地区
气温会达到35摄氏度，明天的高温范围
会略小一些。

15日南京户外最高温度达到35摄

氏度，记者在户外感受到，天气较前几日
明显湿热很多，热浪滚滚。记者在南京市
鼓楼广场看到，不少市民打着太阳伞和穿
着防晒衣出行。网约车司机王先生告诉
记者，由于高温天气，这几天打车的人明
显增多。

江西省气象台15日12时发布高温
黄色预警显示，预计未来三天赣北南部、
赣中和赣南北部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
达35摄氏度至36摄氏度。

15日15时许，杭州西湖景区边气温
再次突破35摄氏度，记者行走在室外有
明显炎热感。尽管如此，游客的热情仍然
高涨，不少游客采取阳伞、折扇等工具抵
御高温；本地市民在公园中的唱歌等娱乐
活动也没有受影响。

据浙江省气象台分析，15日至17日
三天受副高边缘影响，浙江将持续高温，
全省除沿海地区外大部最高气温达35摄
氏度至37摄氏度。

今年首轮高温天气来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