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拍卖竞价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9年2月20日上午9点在武汉光谷联合

产权交易所网站上对一批设备按现状进行整体拍卖转让，采用
网络竞价的方式进行确定买受人，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转让标的

二、标的展示时间及地点：即日起在横沟铁厂鑫鼎对标
的进行公开展示。

三、网络竞价地点：
网络竞价登录平台：http://portal.ovupre.com
四、竞买登记手续：
申请人可于2019年2月19日17时前到咸宁产权交易

有限公司按《竞价文件》的规定提交书面申请，并向指定的账
户交纳竞买保证金，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2
月19日17：00时整（以到账时间为准）。其他未尽事宜，请
查看竞价文件。

五、银行账户：
户名：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咸宁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开户行：湖北咸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淦河支行
账号：8201 0000 0027 69312
六、联系方式
（一）湖北华星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女士 电话：0715-8209633 15872779441
（二）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咸宁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女士 电话：0715-8126201 13986619871

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咸宁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湖北华星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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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目前，各
地区、相关部门正在采取措施，抓紧开展
清理拖欠中小民营企业账款工作。

在山东东营，每周政府相关部门都会
调度清欠工作进展。不久前，当地一家建
筑企业收到了住建部门一次性支付的

800多万元账款。
目前山东省已建立由工信部门牵头，

联合财政、国资和各级政府为清欠责任主
体的工作机制，并组织省属企业逐一进行
排查，审计部门也同时进驻开展清欠审
计。

在安徽的淮南矿业集团，最近财务部
门专门抽调部分人员组织梳理与民营企
业的往来结算，保证账款及时支付。

类似的清欠工作已在安徽全省展
开，各市县地区的相关部门都确定了清
欠工作分管领导和联络员，每周对清欠

工作推进情况进行调度，向各级政府通
报。

截至目前，安徽共偿还欠款 5.5 亿
元。湖南、湖北、江西等各省清欠工作也
在稳步推进中，在江西，全省偿还欠款已
达14.5亿元。

各地出台措施

确保清欠工作落实到位
重点清理拖欠中小民营企业账款

俄罗斯

将继续努力挽救《中导条约》
据新华社莫斯科1月17日电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

夫罗夫近日在莫斯科表示，俄方始终愿就保留《中导条
约》继续努力，并希望美方在保持战略稳定这一问题上
采取对国际社会更为负责任的立场。

拉夫罗夫是在当天召开的年度记者会上做此番表
态的。他说，当前世界局势依旧复杂，而美国仍在将本
国意志强加于国际社会成员。俄方希望相关欧洲国家
能够在保留《中导条约》方面做出努力，改变追随美国与
北约的立场。

在谈到俄日签署和平条约的问题时，拉夫罗夫表
示，为了解决和平条约和其他一系列问题，俄日双方需
要在国际舞台上发展伙伴关系，而不是各说各话。日本
对俄制裁的举动不利于两国关系发展。

拉夫罗夫还就北约东扩、乌克兰问题、叙利亚和朝
鲜半岛问题等国际热点问题阐述了俄方立场。

本报讯 日前，经湖北省绿色建筑评价标识专家
委员会的专家评审，咸宁市中心医院儿科病房大楼项
目喜获湖北省绿色建筑二星级设计标识证书,此证书
代表了国家建筑设计的发展潮流。

绿色建筑是指在建筑的全寿命周期内，最大限度
地节约资源(节能、节地、节水、节材)、保护环境和减少
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和高效的使用空间，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建筑。绿色建筑认证划分为三个等级，
分别为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三星级为最高级别。

咸宁市中心医院儿科病房大楼项目总用地面积
6255.70㎡，申报总建筑面积27728.88㎡，建筑高度

49.8m，其中地上总建筑面积22424.08㎡，地下总面积
为5304.80㎡。本项目绿化合理，采用复层绿化，错落
有致，美化环境；通过采用节能灯具、节水器具等节能
技术和措施，综合节约各项能耗。采用合理的照明控
制方式,大空间公共场所采用智能照明控制系统，分
时段、分区域控制。采用新型围护结构保温材料和技
术，充分体现了节能、环保、绿色、资源综合利用的理
念。采用的绿色、节能技术均为适合咸宁市区域性气
候条件，投入少、产出明显的适宜性技术，经测算，各
项投入的回报期3-5年。并有利于提高项目的整体
能源利用效率，有利于项目周边热环境，实现建筑的
可持续发展。（王涛）

咸宁市墙体材料革新与建筑节能办公室 协办
地址：咸宁大道168号市住建委七楼 电话：8255137

发展绿色建筑 助推绿色崛起

市中心医院儿科病房大楼获绿色建筑证书

扫码注册 爱心帮扶扫码注册 爱心帮扶 中国社会扶贫网
APP二维码

行业部门“十大行动”
教育扶贫、健康扶贫、金融扶贫、交通扶贫、水利扶贫、劳

务协作对接、危房改造和人居环境改善、科技扶贫、中央企业
革命老区百县万村帮扶行动、民营企业万企帮万村。

精准扶贫“十项工程”
整村推进、职业教育培训、扶贫小额信贷、易地扶贫搬

迁、电商扶贫、旅游扶贫、光伏扶贫、构树扶贫、贫困村致富带
头人培训、龙头企业带动。

扶贫日
1992年12月22日，第47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自

1993年起，将每年10月17日设为国际消除贫困日。
2014年8月1日，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扶贫日”的批

复》明确，自2014年起，将每年10月17日设立为“扶贫日”。
两项制度衔接

全称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
接”。根据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实现农村最低生活
保障制度和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的要求，国家于2009年
启动了‘两项制度’有效衔接试点工作。2017年，全省所有

县(市、区)的农村低保标准均高于国家扶贫标准，全省农村
低保标准平均达到4646元/人·年。

三位一体
着力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为补充的“三

位一体”大扶贫格局。
一高于、一接近

一高于：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

一接近：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
平均水平。

精准脱贫政策及常用术语

地块编号
宗地位置

宗地面积(㎡)

主要
规划
指标

规划用途
出让年限
履约保证金
挂牌起始价

容积率
建筑密度
建筑高度
建筑层数
绿地率

G(2019)01
咸安经济开发区园内
20828.62（31.24亩)

≥1.0
≥40%
-
-

≤15%
工业用地
工业50年
80万元
394万元

G(2019)02
咸安区横沟桥镇群力村

2655.67（4亩)
≥1.0
≥40%
-
-

≤15%
工业用地
工业50年
42.76万元
42.76万元

G(2019)03
咸安区横沟桥镇站前大道

8917.33（13.38亩)
≤0.6
≤25%
-

≤4层
≥35%
科教用地
科教50年
267万元
535.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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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政府批准,咸安
区国土资源局以挂牌方式公开出让G（2019）01-03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就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简介（各宗地的四至见挂牌宗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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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参加竞买,竞买人可
以独立竞买,也可以联合竞买（联合竞买应明确联合
竞买所涉及的企业出资比例、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的受让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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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按照价高者得
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领取竞买文件与报名的时间和地点：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1月18日至2019年2

月18日到咸安区国土资源局土地交易中心报名登
记、交纳竞买保证金(以到帐为准),索取有关竞买资
料。报名截止时间为2019年2月18日16时整。经
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
的，咸安区国土资源局土地交易中心将在2019年2
月18日17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发给其竞买资格确
认书。

五、现场踏勘和地块情况介绍：
咸安区国土资源局土地交易中心对本次挂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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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挂牌交易时间和地点
G（2019）01-03号宗地的挂牌交易时间从2019

年2月10日8时至2019年2月20日10时并于2019
年2月20日10时在咸安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青龙
路206号青龙大厦301室）举行挂牌现场会。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

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八、本公告如有不详之处见咸安区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G（2019）01-03号挂牌出让文件。
联系人：周主任
联系电话：13907248777 0715-8386569
收款单位：咸宁市咸安区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

算户
开户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咸安支行营业部
账号:100240390980010001

咸安区国土资源局
2019年1月18日

咸安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公安部近
日发出2019年春运交通安全预警，今年
春运客货运输高峰早，受恶劣天气影响
大，道路交通安全需高度重视。

2019年春运将于1月21日开始。历
年数据显示，春运期间，受交通流量猛增、
恶劣天气频发等不利因素影响，道路交通
群死群伤事故多发。

公安部分析了近五年春运道路交通
事故特点，对2019年春运交通安全形势
进行了研判，公安部认为，今年春运公路
客运量继续维持高位，春运启动初期事
故预防压力较大。据有关部门预测，今
年春运道路客运量将达24.6亿人次，加
之今年春运较去年早了11天，学生流、
务工流、货运流相互叠加，公路客货流量

高峰来得早、峰值高，道路交通安全风险
增大。

同时自驾出行持续快速增长，私家车
肇事呈上升态势；农村地区人流车流激
增，摩托车事故和县乡道事故突出；旅游出
行持续升温，热点旅游地安全风险上升；雨
雾冰雪等恶劣天气多发，给道路交通安全
带来不利影响；还有节日假期亲友聚会增

多，酒驾醉驾违法和事故也易发多发。
对此公安部提示，春运自驾出行，请

提前掌握车况、路况和天气情况，合理规
划出行路线，遇交通拥堵要听从交通警察
指挥，不要频繁变道、占用应急车道。遇
恶劣天气，尽可能减少驾车出行。乘客车
出行，要到正规客运场站乘坐有合法营运
资质的车辆，开车莫喝酒。

公安部春运预警：

客货运输高峰早 恶劣天气影响大

新春祝福
送给农民工
1月17日，几名工人在展示领到的爱

心礼物。
当日，安徽省合肥市常青街道姚公

社区组织志愿者来到辖区建设工地，为
准备返乡的建设者们带来健康体检和爱
心礼物，送上春节祝福。

据新华社

伊朗

不会撤出驻叙军事顾问和武器装备
据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

尼亚胡要求伊朗立即撤出在叙利亚军事力量的警告，伊
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穆罕默德·贾法里17日回应，伊朗
将“保留所有（驻叙）军事和革命顾问以及相关武器装备”。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贾法里的话报道说，伊朗
并未在叙利亚部署作战部队，但是伊朗“会在叙利亚保
留所有的军事和革命顾问以及相关的武器装备，用来训
练、武装伊斯兰的卫士，支持被压迫的叙利亚人民”。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日警告说，伊朗必须尽快
从叙利亚撤出军事力量，否则以方不会停止打击，“任何
威胁以色列生存的敌人都将为侵犯行为付出不可承担
的代价，以色列方面将做好赢得任何战役的准备”。

叙方则表示，伊朗应叙利亚政府要求向叙派遣军事
顾问，协助叙政府打击其境内恐怖主义组织。

肯尼亚

袭击已造成21名平民和警察死亡
据新华社内罗毕1月17日电 肯尼亚警方近日晚

说，该国首都内罗毕15日发生的袭击事件已造成21名
平民和警察死亡，另有5名袭击者被击毙。

肯尼亚国家警察署负责人博尼特16日晚召开新闻
发布会说，一名参与救援行动的警察送医后不治身亡。
袭击事件已造成21人丧生，其中包括16名肯尼亚人、1
名英国人、1名美国人和3名不明国籍的非洲后裔。另有
28名伤员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博尼特说，警方已逮捕2名关键嫌疑人，目前正进行
调查。

肯尼亚红十字会说，截至当地时间16日晚8时30
分，仍有19人下落不明。

索马里“青年党”宣称制造了这起袭击。“青年党”16
日晚发表声明说，此次袭击是对美国宣布承认耶路撒冷
为以色列首都以及“对巴勒斯坦穆斯林进行有组织迫
害”的回应。“青年党”是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极端组
织，近年来在索马里及其邻国多次发动恐怖袭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