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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P[2018]07-2号宗地的详细规划条件
以赤壁市城乡规划局出具的赤城规条字[2018]
11号《赤壁市赤马港办事处夏龙铺社区南港大道
与兴业路交叉口西北侧》为准。

二、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
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竞买（除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外），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
联合申请。参加竞买须提出竞买申请，并按《拍
卖出让须知》中要求提供相应文件资料。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采取
增价拍卖方式，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现场踏勘和地块情况介绍：赤壁市土地
储备交易中心与湖北诚信拍卖有限公司对本次
拍卖出让不另行组织现场踏勘和地块情况介绍，
竞买人可在公告期间自行踏勘现场。

五、领取拍卖文件与报名的时间与地点：申
请人可于2018年8月17日至2018年9月11日
16时前到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或湖北诚信
拍卖有限公司获取拍卖文件及报名。

六、竞买资格确认：申请人应于2018年8月17
日至2018年9月11日16时前到赤壁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一楼大厅或湖北诚信拍卖有限公司提交书面
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2018年9月11

日16时（以实际到账时间为准）前。经审查，申请人
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并具备申请条件的，赤壁市
国土资源局和湖北诚信拍卖有限公司于2018年9
月11日17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七、拍卖时间地点：定于2018年9月12日上
午9:00时在赤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赤壁市
河北大道391号）二楼会议室举行。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赤壁市瑞通大道国土资源局九楼
联系电话：0715-5889579
联系人：石先生
湖北诚信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武汉市江岸区台北一路26号中

诚大厦
联系人：冯女士
联 系 电 话 ： 027—85750506

18064008875
开户单位：赤壁市非税收入财政专户
开户行：江苏吴江农村商业银行赤壁支行
账号：0706678611120100001466

赤壁市国土资源局
湖北诚信拍卖有限公司

宗地
编号

赤壁市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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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号

土地位置

赤壁市赤马
港办事处夏
龙铺社区南
港大道与兴
业路交叉口
西北侧

土地面积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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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

(折76.07
亩)

土地
用途

商住
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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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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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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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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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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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
土地
条件

现状
交付

起始价
（万元）

9129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4560

赤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受赤壁市国土资源局委托，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联合湖北诚信拍

卖有限公司以公开拍卖方式出让P[2018]07-2号(赤壁市赤马港办事处夏龙铺社区南港大道与兴业
路交叉口西北侧）地块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赤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备注：P（2018）16号地块内商业建筑面积与总建筑
面积（计容）的比例不得超过20％（商业建筑面积/总建筑
面积（计容）≤20％）；地块详细规划条件以赤壁市城乡规划
局出具的赤城规条字[2018]28号《赤壁市赤马港办事处木
田畈社区银轮大道与蒲圻大道西北侧规划条件》为准。

二、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
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竞买（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外），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参加竞买
须提出竞买申请，并按《拍卖出让须知》中要求提供相应
文件资料。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采取增价拍
卖方式，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现场踏勘和地块情况介绍：地块自公告之日起在
其所在地公开展示，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与湖北中成
拍卖有限公司对本次拍卖出让不另行专门组织现场踏勘
和地块情况介绍，竞买人可在公告期间自行踏勘现场。

五、领取拍卖文件与报名的时间与地点：申请人可于
2018年8月17日至2018年9月10日16时前到赤壁市
土地储备交易中心或湖北中成拍卖有限公司获取拍卖文
件及报名。

六、竞买资格确认：申请人应于2018年8月17日至
2018年9月10日16时前到赤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
楼大厅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

2018年9月10日16时（以实际到账时间为准）前。经审
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并具备申请条件的，湖
北中成拍卖有限公司将在2018年9月10日17时确认其
竞买资格。

七、拍卖时间地点：定于2018年9月11日下午4时
30分在赤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赤壁市河北大道391
号）二楼会议室举行。

八、本次拍卖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将在有关媒体刊登变
更公告，届时以变更公告和拍卖出让文件的内容为准。

九、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赤壁市瑞通大道国土资源局九楼
联系电话：0715-5889579
联 系 人：石先生
湖北中成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咸宁市温泉邮电路特1号
联 系 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0715－8130288 18107151110
开户单位：赤壁市非税收入财政专户
开 户 行：江苏吴江农村商业银行赤壁支行
账 号：0706678611120100001466

赤壁市国土资源局
二0一八年八月十七日

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现委托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联合湖北中成拍卖有限公司以公开拍卖方式出让P
(2018)16号赤壁市赤马港办事处木田畈社区银轮大道与蒲圻大道西北侧地块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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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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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对咸宁市咸安区
粮食局所属的房屋及土地使用权进行公开拍卖，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标的物基本情况
标的一：咸宁市咸安区粮食局桂花镇粮管所一号仓库

【建筑面积528.39㎡，占地面积：622.64㎡，无土地证，有房
产证】和桂花镇粮管所货棚【建筑面积170.88㎡，占地面
积：201.36㎡，无土地证，无房产证】和桂花镇粮管所车库
【建筑面积62.46㎡，占地面积：73.6㎡，无土地证，无房产
证】和桂花镇粮管所二号仓库【建筑面积454.28㎡，占地面
积：469㎡，无土地证，有房产证】以及桂花镇粮管所“猪圈”
【占地面积：310㎡，无土地证】，整体参考价：17.1万元；

标的二：咸宁市咸安区粮食局贺胜桥镇黄祠粮站一号
仓库【建筑面积531.75㎡，占地面积：546.17㎡，有土地证，
无房产证】和贺胜桥镇黄祠粮站二号仓库【建筑面积531.75
㎡，占地面积：546.78㎡，有土地证，无房产证】以及贺胜桥镇
黄祠粮站三号仓库【建筑面积358.75㎡，占地面积：
365.58㎡，有土地证，无房产证】，整体参考价：160535.38元；

标的三：咸宁市咸安区粮食局马桥镇麻塘粮站一
号仓库【建筑面积343.52㎡，占地面积：376㎡，有土地
证，无房产证】以及马桥镇麻塘粮站二号仓库【建筑面
积221.95㎡，占地面积：230㎡，有土地证，无房产证】，
整体参考价：85021.9元；

标的四：咸宁市咸安区粮食局官埠桥镇孙家庄粮
站一号仓库【建筑面积776.96㎡，占地面积：1478.67
㎡，有土地证，无房产证】以及官埠桥镇孙家庄粮站办
公用房【建筑面积85.82㎡，占地面积：163.33㎡，有土
地证，无房产证】，整体参考价：181375.7元；

标的五：咸宁市咸安区粮食局汀泗桥镇彭碑粮站一

号仓库（含附房）【建筑面积385.56㎡，占地面积：425㎡，
有土地证，无房产证】和二号仓库【建筑面积320.85㎡，
占地面积：322㎡，有土地证，无房产证】以及咸安区粮
食局汀泗桥镇彭碑粮站场地土地使用权【占地面积：
3045.52㎡，有土地证】，整体参考价：31万元。

注：上述标的信息均摘录自评估报告《咸淦鑫评报
字（2018）第12号、13号、14号、15号、27号》，土地性
质及用途均为：划拨工业（仓储）。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竞买。

三、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8月31日10时前到
我公司索取竞买资料和交纳竞买保证金并办理竞买报
名手续。（注：交纳人民币伍万元竞买保证金的只限竞
得一个标的, 交纳人民币壹拾万元竞买保证金的不限
定竞得标的数量）

四、拍卖时间：2018年8月31日10时
拍卖地点：咸宁市咸宁大道35号天伦皇朝时尚酒

店二楼会议室
五、本标的自公告之日起在其所在地公开展示，湖

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以现状进行公开拍卖。
六、联系方式和银行账户
(一）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先生
电 话：0715-8278999 18871500917
网 址：www.hbqspm.com
地 址：咸宁市咸宁大道39号国际大厦A座19

层
（二）银行账户
户 名：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账 号：1818000509200009211
开户银行：咸宁市工行泉塘支行

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赤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的有关规定，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受赤壁市国土资源局委托，赤壁市土地储
备交易中心联合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以拍卖方式出让赤壁市P[2018]13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备注：1、地块规划以赤壁市城乡规划局出具的
地块规划设计条件为准。

2、地块内商业建筑面积与总建筑面积（计容）
的比例不得超过20%（商业建筑面积/总建筑面积
（计容）≤20%）。

二、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竞买，申请人可以
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竞买人参加竞买须提
出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应文
件资料（具体细则详见竞买须知）。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采取增
价拍卖方式，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现场踏勘和地块情况介绍：赤壁市土地储
备交易中心和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对本次拍卖出
让不另行专门组织现场踏勘和地块情况介绍，申请
人可在公告期间自行踏勘现场。

五、本次拍卖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拍卖
文件》。申请人可于2018年8月17日至2018年9
月10日16时前到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或湖北
泉盛拍卖有限公司获取《拍卖文件》。

六、申请人应于2018年8月17日至2018年9
月10日16时前到赤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大
厅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
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9月10日 16时整

（以到账为准）。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
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赤壁市国土资源局在2018
年9月10日17 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七、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会定于
2018年9月11日下午15时在赤壁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赤壁市河北大道391号）二楼会议室举行
拍卖会。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1、联系方式 （1）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赤壁市瑞通大道国土资源局9楼
联系人：石先生 联系电话：0715-5889579
（2）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咸宁市咸宁大道39号国际大厦A

座19层
联系人：喻女士 梁女士 联系电话：0715－

8278999 13545575552 18608685928
网 址：www.hbqspm.com
2、银行账户
开户单位：赤壁市非税收入财政专户
开户行：湖北赤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部
账号：8201 0000 0001 39074

赤壁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8月17日

地块
编号

赤壁市P
【2018】
13号

地块
位置

赤壁市蒲圻
大道与黄盖
路交叉口西

南侧

土地
面积
（㎡）

33104.74
（合49.66

亩）

土地
用途

商住

容积率

＜2.5

规划指标
建筑
密度

＜30%

绿地率

＞30%

建筑
限高

＜50米

出让
年限

商业40年
住宅70
年

竞买保证
金（万元）

3352

起拍价
（万元）

6704.1

宗地
编号

P(2018)
15号

土地位置

赤壁市赤马港办
事处木田畈社区
银轮大道与蒲圻
大道西北侧

土地面积
（㎡）

37090.85
（约55.64亩）

土地
用途

商住
用地

出让
年限

商业40年
住宅7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2.6

建筑
密度

<25%

绿地率

>30%

建筑
限高

<80米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3616

拍卖
起始价
（万元）

7233.2

赤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备注：P(2018)15号地块内商业建筑面
积与总建筑面积(计容)的比例不得超过
20%(商业建筑面积/总建筑面积(计容)≤
20%)；地块详细规划条件以赤壁市城乡规
划局出具的赤城规条字[2018]28号《赤壁
市赤马港办事处木田畈社区银轮大道与蒲
圻大道西北侧规划条件》为准。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
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竞买，申请人可
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申请人参
加竞买须提出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
中要求提供的相应文件（具体细则详见竞
买须知）。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
让采取增价拍卖方式，按照价高者得原则
确定竞得人。

四、现场踏勘和地块情况介绍:赤壁市
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和武汉市泰和拍卖有限
责任公司本次拍卖出让不另行专门组织现
场踏勘和地块情况介绍，申请人可在公告
期间自行踏勘现场。

五、本次拍卖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
见拍卖文件。申请人可于2018年8月17
日至2018年9月10日16:00时前到赤壁
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或武汉市泰和拍卖有
限责任公司获取拍卖文件。

六、申请人应于2018年 8月 17日至
2018年9月10日16:00时前到赤壁市土

地储备交易中心或武汉市泰和拍卖有限责
任公司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
截止时间为2018年 9月 10日 16:00时。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
备申请条件的，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
将在2018年9月10日17:00时前确认其
竞买资格。

七、拍卖时间、地点
定于2018年9月11日下午16时在赤

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赤壁市河北大道
391号）二楼会议室举行拍卖会。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湖北省赤壁市瑞通大道国

土资源局九楼
联系人：石先生0715-5889579
武汉市泰和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武汉市江岸区金源世界中

心D座11层2、4室
联系人：姜先生
联系电话：15307139929
开户单位：赤壁市非税收入财政专户
开户银行：江苏吴江农村商业银行赤

壁支行
竞买保证金账号：
0706678611120100001466

赤壁市国土资源局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七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招标
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的有关规定，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受赤壁
市国土资源局委托，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联合武汉市泰和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公开
拍卖出让赤壁市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宗地
编号

P（2018）
14号

土地位置

赤壁市赤马港办事处
木田畈社区蒲圻大道
南侧、银轮大道西侧
（砂子岭公园北侧）

土地面积（㎡）

33752.54
（约合50.63亩）

土地
用途

商住

出让
年限

商业40年
住宅7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2.5

建筑密度

＜25%

绿地率

＞30%

建筑限高

＜60米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3290

拍卖
起始价
（万元）

6581.9

备注：地块规划以赤壁市城乡规划局
出具的赤城规条字【2018】26号文规划设计
条件为准，地块内商业建筑面积与总建筑
面积（计容）的比例不得超过15%（商业建
筑面积/总建筑面积（计容）≤15%）。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
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竞买，申请人可
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申请人参
加竞买须提出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
中要求提供的相应文件（具体情况详见竞
买须知）。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
让采取增价拍卖方式，按照价高者得原则
确定竞得人。

四、现场踏勘和地块情况介绍：赤壁市
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和湖北朗轩拍卖有限公
司本次拍卖出让不另行专门组织现场踏勘
和地块情况介绍，申请人可在公告期间自
行踏勘现场。

五、本次拍卖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
见拍卖文件。申请人可于2018年 8月17
日至2018年9月 10日16:00时前到赤壁
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或湖北朗轩拍卖有限
公司获取拍卖文件。

六、申请人应于 2018年 8月 17日至
2018年9月10日16:00时前到赤壁市土地
储备交易中心或湖北朗轩拍卖有限公司提

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
为2018年9月10日16:00时（以资金实际
到账时间为准）。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
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赤壁市国
土资源局将在2018年9月10日17:00时
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七、拍卖时间、地点：定于2018年9月
11日下午15时30分在赤壁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赤壁市河北大道391号）二楼会议
室举行拍卖会。

八、本次拍卖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将在
有关媒体刊登变更公告，届时以变更公告
和拍卖出让文件的内容为准。

九、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湖北省赤壁市瑞通大道国

土资源局九楼
联系人：石先生 0715-5889579
湖北朗轩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武汉市江汉区金磊商厦（汉

口火车站财神广场）10层C8室
联系人：代先生 13971762280
开户单位：赤壁市非税收入财政专户
开户银行：湖北银行赤壁支行
银行账号：1606 0012 0100 0100 18

赤壁市国土资源局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七日

赤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招标拍

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的有关规定，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受赤壁市国
土资源局委托，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联合湖北朗轩拍卖有限公司公开拍卖出让赤壁
市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赤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规定》的有关规定，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受赤壁市国土资源局委托，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联合湖北德润
古今拍卖有限公司以拍卖方式出让赤壁P[2018]09-2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地块
编号

赤壁市P
【2018】
09-2
号

土地位置

赤壁市赤马港办
事处夏龙铺社区
南港大道与兴业
路交叉口东北侧

土地面积
（平方米）

37148.78（合
55.73亩）

土地
用途

商住

出让
年限

商业40
年住宅
7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2.8

建筑
密度

＜25%

绿地率

＞
30%

建筑
限高
（米）

＜80

起拍价
（万元）

6688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3340

备注：地块规划以赤壁市城乡规划局出具的地块规划设计
条件为准。

二、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
其他组织均可申请竞买，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
请。竞买人参加竞买须提出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
提供的相应文件资料（具体细则详见竞买须知）。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采用增价拍卖方式，按照价高
者得的规则确定竞得人。

四、现场踏勘和地块情况介绍：赤壁市国土资源局和湖北德
润古今拍卖有限公司对本次拍卖出让地块不另行专门组织现场踏
勘和地块情况介绍，申请人可在公告期间自行踏勘现场。

五、本次拍卖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拍卖文件》。申请人
可于2018年8月21日至2018年9月11日16时前到赤壁市国土
资源局或湖北德润古今拍卖有限公司获取《拍卖文件》。

六、申请人应于2018年8月21日至2018年9月11日16时
前到赤壁市国土资源局或湖北德润古今拍卖有限公司提交书面
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9月11日 16时整
（以到账为准）。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
请条件的，赤壁市国土资源局和湖北德润古今拍卖有限公司在
2018年9月11日17 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七、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会定于2018年9月12日
上午10：00在赤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赤壁市河北大道391
号）二楼会议室举行拍卖会。

八、本次拍卖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将在有关媒体刊登变更公
告，届时以变更公告和拍卖出让文件的内容为准。

九、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1、联系方式 （1）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赤壁市瑞通大道国土资源局9楼
联系人：石先生 联系电话：0715-5889579
（2）湖北德润古今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159号时代广场1座26楼
联 系 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27－82798856 15727151166
网 址：www.hbdrgj.com.cn
2、银行账户 开户单位：赤壁市非税收入财政专户

开户银行：江苏吴江农村商业银行赤壁支行
账 号：0706 6786 1112 0100 0014 66

赤壁市国土资源局
湖北德润古今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8月17日

据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商
务部16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7月全
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5239家，同
比增长99.1%；实际使用外资4967.1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实现稳
定增长。

7月当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
业5648家，同比增长113.1%；实际使
用外资50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4.9%。
据商务部外资司副司长朱冰介

绍，前7个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结构
进一步优化。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
用外资487.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1%。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
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同比分别增
长40.3%、63.7%和149.2%。高技术

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581亿元人民
币。

自贸试验区增速远超全国，西部
地区保持增长态势。11个自贸试验
区新设外商投资企业5186家，实际使
用外资658.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0%，占比达13.3%。西部地区实际
使 用 外 资 319.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4.5%。

此外，主要投资来源地对华投资
势头良好。1至7月，主要投资来源地
中，香港地区、新加坡、日本、韩国、美
国、英国、澳门地区实际投入金额同
比分别增长 1.5%、23.5%、30.6%、
36.5%、12%、86.1%和 77.4%。东盟
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同比增长27.7%，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比增长
29.8%。

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实现稳定增长
前7个月，同比增2.3%

夏日军训
磨练意志
8月16日，军训教员在为遵化一

中学生纠正动作。
当日，河北省唐山市遵化一中

的 1450 名新生在烈日下开展军训，
锻炼身体、磨练意志。

据新华社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将于近日公布
据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港澳台居民居住

证申领发放办法》将于近日公布。
据了解，符合申领条件的港澳台居民，根据本

人意愿，可以申请领取居住证。办理居住证的港澳
台居民，可在居住地享受劳动就业、参加社会保险、

依法缴存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等3项权利以及义
务教育、基本公共就业服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公
共文化体育服务、法律援助和其他法律服务等6项
基本公共服务，还可享受在居住地办理机动车登
记，申领机动车驾驶证，报名参加职业资格考试、申

请授予职业资格，办理生育服务登记以及在内地
（大陆）住宿旅馆，乘坐国内航班、火车等交通运输
工具，办理银行、保险、证券和期货等金融业务，与
内地（大陆）居民同等待遇购物、购买公园及各类文
体场馆门票、进行文化娱乐商旅消费等9项便利。

新华社华盛顿8月16日电 白
宫发言人桑德斯近日说，即便土耳其
释放美籍牧师布伦森，美国也不会取消
对土耳其钢铝产品加征的进口关税。

桑德斯当天在记者会上说，美国
加征关税的举动是“出于国家安全利
益考虑”，而美方就布伦森等被扣押人
士所采取的行动体现在对土耳其两名
部长的制裁上。

桑德斯称，土耳其对美国采取的
反制措施“令人遗憾”，是“错误行动”，
是出于对美国的报复。

就美国施压给土耳其经济造成的
影响，桑德斯说，美方正在关注土耳其

经济和其货币贬值的情况，但土耳其
的经济问题“由来已久”，不是美方施
压导致的。

土耳其15日颁布总统令，对美国
生产的部分商品加征进口关税。土耳
其副总统奥克塔伊表示，对美国部分
商品加征关税是因为美国违反贸易互
惠原则，对土耳其经济进行蓄意攻击。

8月1日，美国宣布因美籍牧师布
伦森被土耳其监禁，美方决定制裁土
耳其司法部长和内政部长。10日，美
国宣布将土耳其钢铁和铝产品进口关
税提高一倍，这加剧了土耳其货币里
拉对美元汇率下跌。

美国

不会取消对土钢铝产品加征关税

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8月16
日电 俄罗斯远东发展部16日发布
消息，政府正采取措施鼓励居民向远
东地区迁移。

俄远东发展部人力资源发展局局
长霍夫拉特表示，政府采取降低个人所
得税和降低社会保险缴纳费率等措施
鼓励居民向远东地区迁移。他表示，俄
罗斯开发远东的政策有利于在这一地
区新建大批企业、创造大量就业岗位。

霍夫拉特说，俄罗斯正实施旨在
吸引专家和干部到远东地区的规划，
去年已有约300名各类专家和干部落
户远东地区，预计2018年也将吸引同
等数量的专家和干部，明年这一规划
将扩大到远东地区9个联邦主体。

根据规划，从俄罗斯其他地区向
远东地区迁移的专家和干部可获得
22.5万卢布（约合3360美元）补贴。

霍夫拉特指出，政府还鼓励居住
在国外的俄罗斯人向俄远东地区迁
移。2017年，5431名居住在国外的
俄罗斯人迁往远东地区，其中82.6％
的人选择在城市定居，17.4％选择在
乡村定居。现阶段，俄罗斯正考虑向
从国外迁移至远东地区的俄罗斯人免
费分发土地。

近年来，俄罗斯政府大力实施远
东开发战略，积极建设符拉迪沃斯托
克自由港和一系列跨越式开发区，以
吸引国内和外国投资者投资，促进远
东地区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

俄罗斯

鼓励居民向远东地区迁移

新华社金边8月16日电 柬埔
寨国家选举委员会近日晚公布第六届
国民议会选举正式结果，由现任首相
洪森领导的执政党人民党赢得此次大
选，并获得国会全部125个议席。

根据正式结果，人民党获得全部
有效选票中的约488.9万张，得票率
为76.84％，与11日公布的初步结果
基本一致。人民党将继续领导国家进
行下一个五年的发展建设。

洪森15日早些时候在首都金边

郊区的演讲中感谢民众对人民党的支
持，并表示新一届国会和政府将分别
于9月5日和6日成立。

此次国会选举投票于7月29日
举行，共有柬埔寨人民党、民主联盟
党、奉辛比克党等20个政党参选。

国民议会是柬埔寨最高权力机
关和立法机关，每届任期5年。国会
议席根据选举结果分配，获多数席
位的政党负责组建新一届王国政
府。

柬埔寨

公布国会选举正式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