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竞买人资格及其他要求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

的具有采矿权资质条件的独立企业法人，
并具有良好的资信，均可通过网上注册参
加报价竞买，不接受自然人申请和联合报
名。根据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土地复垦条
例》的规定，竞得人必须按照“谁损毁，谁
复垦”的原则履行土地复垦义务，足额缴
纳土地复垦费用；根据《湖北省地质环境
管理条例》的规定，竞得人在采矿过程中，
必须按照边开采边恢复的原则，对因采矿

活动破坏的矿山地质环境及时进行
恢复治理。采矿权人停办或者关闭
矿山，应当按规定完成有关水土保
持、植被恢复、土地复垦和环境保护
等恢复治理工作。参加竞买须提出
竞买申请，并按照竞买须知中要求
提供的相应文件资料。

三、本次采矿权网上挂牌出让
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采矿权网上挂牌出让
在互联网上交易，即通过湖北省咸

宁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进行。凡办理数字
证书，按要求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的申请人，方
可参加网上挂牌交易活动。

五、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
要求，见《咸宁市采矿权网上挂牌出让规则》、
《咸宁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操作说明》和
《咸宁市采矿权网上挂牌出让须知》等文件，有
意竞买人可登录咸宁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
（http://219.139.108.3/GTJY_HBXN/#）进行
查询或者登录咸宁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
（http://219.139.115.115/xnweb/）进 行 链
接。申请人可于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7
月11日，在网上浏览或下载本次挂牌出让文
件，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操作参加竞买。

六、本次网上挂牌缴纳保证金截止时间为
2018年7月11日下午16时，网上报价时间为
2018年6月30日上午8时到2017年7月13日
上午11时止，挂牌报价时间截止时，经系统询
问，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加价的，系统将自动
转入网上限时竞价程序，通过竞价确定竞得人。

七、咸宁市矿业权储备交易中心对本次网
上挂牌出让活动不另行组织现场踏勘和采矿权
情况介绍，竞买人可在公告期间自行踏勘现场。

八、保证金缴纳银行：
开户单位：咸宁市咸安区财政局非税收入

汇缴结算户；
开户银行：湖北咸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金桂支行；
帐 号：82010000000150995。
九、如果在使用咸宁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

系统过程中遇到问题或困难，请在分清问题类
型的同时，与下列有关工作人员联系：

采矿权交易业务及网上技术咨询电话：
陈先生 0715-8126510
采矿权业务咨询：咸安区国土资源局
余先生 13986628021
数字证书办理及咨询电话：
周女士 15971562219

咸宁市矿业权储备交易中心
二〇一八年六月一日

挂牌矿区编号
采矿权名称
矿区位置
矿 种
矿区面积

矿区范围
（80西安坐标系）

本次出让开采标高
保有资源储量（333+334）

实际可开采储量
出让年限

履约保证金
竞买备用金（含保证金）

挂牌起始价

咸矿网挂KG[2018]05号
咸安区桂花镇铜鼓尖矿区建筑石料用白云岩矿采矿权

咸安区桂花镇毛坪村
建筑石料用白云岩矿
0.051655平方公里

X Y
1、3293066.57，38536758.00
2、3293066.47，38537053.64
3、3292859.55，38536972.02
4、3292926.48，38536700.11

+246米至+95米
509.36万吨
410.73万吨

2020年6月30日止
80万元

不少于137万元的银行资信证明
273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办
法》和《咸宁市采矿权网上挂牌出让规则》等法律和规定，经咸安区人民政府批
准，咸安区国土资源局定于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7月13日，在湖北省咸宁
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公开挂牌出让咸矿网挂KG[2018]05号采矿权，并委
托咸宁市矿业权储备交易中心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矿区基本情况表：

湖北省咸宁市采矿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咸矿网挂KG[2018]05号

出版中心主办 责任编辑：刘子川

电话：0715－81287706版
2018年6月1日 星期五

E-mail:xnrbxwb＠163.com 纵览天下

美国

一季度经济增速下调至2.2％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31日电 美国商务部近日公布

的首次修正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
值按年率计算增长2.2％，略低于此前预估的2.3％。

美国商务部表示，与上一次公布的初次预估数据相
比，个人消费开支、住宅类固定资产投资、私人库存投资和
出口增长数据略有下调，非住宅类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数据
则有所上调。

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占美国经济总量约70％的
个人消费开支按年率计算增长1％，略低于此前预估的
1.1％；当季出口增长4.2％，低于此前预估的4.8％；当季非
住宅类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2％，高于此前预估的6.1％；但
住宅类固定资产投资当季下滑2％，此前预估为与上一季
度持平。

据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商务部
新闻发言人高峰近日说，上海合作组织成
立以来，经贸领域合作取得令人瞩目的成
就，今年一季度，我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
贸易额增长20.7%。

高峰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2017年，我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贸易总

额为 217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9%。其
中，中方出口 150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1%；中方进口673亿美元，同比增长
28.5%。

“2018年一季度贸易额继续保持良
好的增长势头，增幅达到20.7%。”他说，

“中国与各成员国贸易商品结构逐渐优

化，机电产品和机械设备的比重不断提
高。”

高峰表示，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对
上合组织成员国各类投资存量约为840
亿美元，多个大型能源、矿产和工业制造
项目顺利推进。同时，我国在上合组织成
员国工程承包累计营业额达到1569亿美

元，一大批公路、电站、管线工程成为区域
示范性项目。

他说，上合组织不仅是丝绸之路经济
带建设的重要平台，而且连接海上丝绸之
路，联动亚欧两大市场。一系列互联互通
基础设施取得积极进展，进一步拉紧了成
员国间的利益纽带。

我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贸易额高速增长
一季度增长20.7%

在“三包”期限内的电视机多
次出现性能故障，半年时间修理
三次，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这让家
住赤壁市新城区的王某烦恼万
分，诉至赤壁工商。工商局工作
人员仅用七天时间调解就为消费
者更换了一台新的电视机。

事情还得从2016年8月8日
说起，消费者王某在赤壁市某商
贸有限公司购得某品牌的42寸
液晶电视机一台，价2600元，使
用至2017年 5月初电视机出现

黑屏现象，找到赤壁该品牌电视
机售后点要求维修；2017年 12
月20日，电视机又出现的黑屏现
象，直到2018年3月5日，售后点
才将电视机修好；可是电视机没
使用两天又出现黑屏，半年时间
内，已三次出现故障。无奈之下，
王某于2018年3月12日投诉到
赤壁市工商局12315投诉举报中
心。

工作人员接投诉后，立即展
开调查，消费者所诉情况属实，电

视机出现黑屏现象非人为原因，
系显示屏故障造成的。随后工作
人员根据《消法》、《部份商品修理
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等规定，多次
与售后负责人、该品牌电视机的
厂方负责人联系沟通，3月20日
由厂方为消费者王某更换同型同
款的新电视机一台，并承诺更换
的电视机三包期限从更换之日起
重新计算，消费者对此调解结果
十分满意。
（赤壁市工商局任立文江足友）

电视机频繁出故障 工商调解换新机

新买的三角阀内塞突然爆
裂，致使正在装修的房子多处浸
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近两万元，
这让家住赤壁市新城区的钱某不
知所措。

2017年11月17日，消费者
钱某因家中新房装修，在赤壁市
某五金水暖商行购得某品牌的三
角阀二个，每个价格20元，用于
厨房和厕所。2017年12月21日
晚，厨房的三角阀密封圈内塞突
然爆裂，因家中无人，三角阀漏水
让正在装修的房子多处浸水，柜
子、门套、木地板等被水浸泡变
形，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近两万

元。不知所措的钱某找到经销商
要求赔偿损失。经销商得知情况
后，及时联系厂方，由于该三角阀
厂方购买了保险，厂方立即委托
某评估公司对消费者家中的损失
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厂方愿
意承担经济损失7800元，消费者
认为与家中实际损失差距太大，
多次找经销商要求追加赔偿未
果，2018年1月16日投诉到赤壁
市工商局12315投诉举报中心。

工作人员接投诉后，立即到
消费者家中进行现场调查，发现
厂方的赔偿金额确实与实际损失
有出入，原因是由于消费者没有

保留事发第一现场证据，导致评
估公司在进行评估损失时有误
差，消费者也意识到自己的失
误。随后，工作人员根据消费者
家中实际损失情况，多次与厂方
沟通协商，组织双方调解，最终厂
方赔偿消费者损失1.5万元，消费
者十分满意。

在此，赤壁市工商局提醒广
大消费者，在遇到此类情况时，一
定要第一时间保留好原始证据、
图片资料及购物发票等，以便发
生消费纠纷时好维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
（赤壁市工商局 江足友）

角阀爆裂造损失 赤壁工商解烦忧

据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日前，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
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就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
定和监督管理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通知》指出，制发行政规范性文件是
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能的重要方式，直接
关系群众切身利益，事关政府形象。加强
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对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
法治政府的部署和要求，切实保障群众合
法权益，维护政府公信力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通知》提出，要严格依法行政、切实
防止乱发文件。一是严禁越权发文。坚
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严
格按照法定权限履行职责，严禁以部门
内设机构名义制发行政规范性文件。严
格落实权责清单制度，行政规范性文件
不得增加法律、法规规定之外的行政权

力事项或者减少法定职责；不得设定行
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事项，增
加办理行政许可事项的条件，规定出具
循环证明、重复证明、无谓证明的内容
等。二是严控发文数量。严禁重复发
文，对内容相近、能归并的尽量归并，可
发可不发、没有实质性内容的文件一律
不发，严禁照抄照搬照转上级文件，以文
件“落实”文件。

《通知》明确，要规范制发程序、确保
文件合法有效。一是加强制发程序管理，

健全工作机制，完善工作流程，确保规范
性文件制发工作规范有序。二是对有关
行政措施的预期效果和可能产生的影响
要认真评估论证。三是除依法需要保密
的外，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文件，要公
开征求意见。四是完善行政规范性文件
合法性审核机制，未经合法性审核或者经
审核不合法的，不得提交集体审议。五是
坚持集体讨论决定制度，防止违法决策、专
断决策、“拍脑袋”决策。六是行政规范性
文件在通过或批准之后，及时公开发布。

国办印发《通知》

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
印巴

同意落实克什米尔停火协议
据新华社新德里5月31日电 印度军方发言人近日

证实，巴基斯坦和印度两国军方高层进行了热线联络，双
方同意全面落实2003年达成的停火协议，降低克什米尔地
区紧张局势。

印度军方发言人说，印巴双方军事指挥官29日通过热
线电话进行了对话，双方审视了克什米尔实际控制线和国
际边境线地区的情况，并就停火达成一致。

印度军方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双方的军事指挥官同
意全面落实2003年两国达成的停火协议，确保双方不会违
反该协议。”双方一致同意，一旦发生情况，双方将保持克
制并通过目前的热线联络机制和军事指挥官会议加以解
决。

委内瑞拉与古巴

将加强双边经济合作
据新华社加拉加斯5月31日电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

罗近日在加拉加斯的总统府与来访的古巴国务委员会主
席迪亚斯－卡内尔举行会晤。双方同意加强各领域双边
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马杜罗在会晤后表示，双方探讨了一个“至少10年”的
合作计划，两国将继续加强在经济、能源、贸易、金融、社会
民生领域的双边合作，大力推进工业和制造业合作，夯实
两国经济基础。

马杜罗说，委内瑞拉与古巴推动本国革命的基础是经
济发展，委内瑞拉将与古巴通过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并推
动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和整个美洲地区的发展。

迪亚斯－卡内尔在公开讲话中对委内瑞拉5月20日成
功举行总统选举表示祝贺，认为这是全美洲人民的胜利。

欢乐迎六一
5月31日，西安市儿童医院康复科举

行庆“六一”活动，医务工作者与患儿、家
长一起进行唱歌、跳舞、手指操、游戏等活
动。这是西安市儿童医院康复科的患儿
在进行游戏比赛。

“六一”儿童节临近，全国各地举办丰
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别具特
色的儿童节。

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记者近
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17年，全国
住房公积金缴存额18726.74亿元，比上
年增长13.06%，住房公积金年度缴存额
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速度。

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人民银行近
日联合发布《全国住房公积金2017年年度

报告》，披露了2017年全国住房公积金管
理运行情况，以及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

报告显示，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进
一步扩大，缴存金额持续增加。2017年，
住房公积金实缴单位262.33万个，实缴
职工 13737.22 万人，分别比上年增长
10.11%和5.15%。截至2017年末，住房

公积金缴存总额124845.12亿元，缴存余
额 51620.74 亿元，分别比上年末增长
17.68%和 13.13%。全国住房公积金人
均缴存额1.36万元，同比增长7.53%。

根据报告，住房公积金有力支持职工
基本住房消费，切实减轻了职工住房消费
负担。2017 年，住房公积金提取额

12729.80 亿元，其中住房消费类提取
10118.95亿元，占当年提取额的79.49%。
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比同期商业
性个人住房贷款基准利率低1.65-2个百
分点，2017年发放的住房公积金贷款可为
贷款职工节约利息支出1944.70亿元，平
均每笔贷款可节约7.63万元。

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度缴存额逐年增长
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速

乌克兰

希望扩大与中国合作领域
据新华社基辅5月31日电 乌克兰国家能效和节能

署负责人谢尔盖·萨夫丘克近日说，乌克兰同中国在清洁
能源、垃圾加工及能效等领域拥有巨大合作潜力，乌方希
望扩大两国在“绿色能源”领域的合作。

萨夫丘克说，2017年12月乌中两国签署相关的合作
备忘录，为两国“绿色能源”领域的合作奠定了基础。目
前，两国相关部门正在进行一系列对口会谈，筹建可再生
能源合作联合工作组，以进一步落实备忘录各项内容。

萨夫丘克说，中国企业在世界可再生能源领域处于领
先地位。他呼吁乌克兰企业学习中国企业的成功经验，并
就“绿色能源”相关项目加强与中方合作。他透露，乌克兰
计划推出近百个“绿色能源”合作项目，需要的投资额约合
34亿欧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