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 5日，在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会前，第
一场“代表通道”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
开启，这也意味着，今年两会的三大通道
已经全部亮相。一年前的今天，也就是
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
幕会前，两会“代表通道”首次开启。45
名全国人大代表在去年两会期间走上通
道，讲述心声，这也让今年的“代表通道”
更受期待。

在今天“代表通道”的40分钟时间
里，8位全国人大代表就雄安新区、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民营企业发展、基层扶贫
等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全国人大代表，雄安新区党工委书
记、管委会主任陈刚在今年全国两会“代
表通道”上第一个被提问。作为千年大
计、国家大事，雄安新区的建设规划备受
瞩目。目前雄安新区的总体规划已经得
到批复，未来的建设蓝图何时能与大家
见面？陈刚回答，雄安新区规划顶层设
计已经完成，将转入大规模的实质性开
工建设阶段。他指出：“河北省累计安排
1000多名国内外专家、200多个国内外

团队、2500多名专业技术人员，日夜兼
程，风雨无阻，推动规划编制的工作。我
们现在已经完成了雄安新区的规划纲
要，编制完成了雄安新区的总体规划、起
步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启动区的控制
性详细规划和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
护规划。我们还编制了防洪、抗震、能
源、综合交通以及生态保护共计26个专
项规划。”

陈刚说，未来建设雄安新区，要把已
经绘就的蓝图变成建设的路线图、项目
表和施工图。他们将坚持开放式市场化
的思路，按照城市规划建设的规律充分
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
政府将积极发挥主体作用，在规划管控、
质量控制、廉洁雄安等方面发挥政府的
作用。可以预计在不久的将来，雄安新
区将会形成塔吊林立、热火朝天的新区
建设局面。

目光向南，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同
样即将起航。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规划纲要》的出台，今年全国两会上有关
大湾区的讨论不断升温。全国人大代
表、广东省政府常务副省长林少春说，港

澳在广东发展中不仅带来了资金，也带
来了市场化的管理理念，湾区建设将会
给三地带来一个新的大的发展机遇。他
表示：“累计到去年底，广东引进外资超
过4000多亿美元，其中有60%以上是通
过港澳地区投资或者转口投资过来的。
而对港澳地区来说，湾区有7000万多人
口，经济总量接近1.6万亿美元，庞大的
市场给港澳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下一
步，我们重点推动融通，比如港澳地区在
投资贸易便利化、自由化有很多好的做
法，湾区其他城市一下子做不到的，我们
将会学习细化研究，然后制定规则，争取
贯通起来。大家很关心养老服务、医疗
保障以及职业资质的互认，我们会和港
澳地区协商，争取更多的融通。有事多
商量，有事好商量，一定可以实现合作的
共赢。”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立法会
原议员谭耀宗表示，香港希望加强与大
湾区各个城市合作；全国人大代表、澳门
中华总商会理事长高开贤也表示，相信
大湾区将来会令澳门更方便、更便捷，同
时也让澳门实现更好的发展。

在谈及民营企业发展时，全国人大
代表、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李东生在回答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时说，发展的信心
来自信念，来自价值观。他表示：“我对
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充满信心。民营
经济已经占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为了
保证民营经济更健康的发展，我建议国
家要进一步完善各种经营主体平等竞
争的环境，进一步完善平等保护各种经
济主体的法律法规。只要平等保护、公
平竞争，就能够为民营企业发展增加信
心。”

值得一提的是，马善祥、党永富、程
桔等几位基层代表也在首场“代表通道”
上亮相，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咸宁市白
霓镇大市村党支部书记程桔讲述了在村
里建设扶贫车间的故事，这些建在贫困
户身边的扶贫车间，让困难群众在照顾
家庭的同时也有一份收入。她介绍：“在
我们县一共有30个这样的车间，先后为
1500多人安排了就近就业，其中贫困户
有800多人。我们的群众也特别希望有
更多就近就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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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在2019年4月3日上午9点至11点在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

网站上对12辆旧机动车辆采用网络竞价的方式进行公开转让，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备注：1、上述标的已经评估机构
评估，经委托单位主管部门同意拍
卖。2、其他注意事项具体见《竞价文
件》。3、本次拍卖方式为网络竞价。

二、标的展示时间及地点
上述标的于2019年 3月28日-

2019年3月29日在其存放地公开展
示，有意者可自行查勘标的现状。

1、竞买登记
竞买人请于公告之日起至2019

年4月2日下午17时前，缴纳竞买保
证金（以到账为准）到指定账户，竞买
保证金按如下标准缴纳：1万元/辆，3
万元不限竞得车辆数，并持有效身份
证明、竞买保证金缴款凭证等到武汉
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咸宁产权交易有
限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报名手续。

2、联系方式和保证金交纳账户
（一）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沈先生

电话：0715-8278999（办）
15571571591

地址：咸宁市咸宁大道39号国际
大厦A座19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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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咸宁市政务服务中心三楼

D306室
（三）竞买保证金的指定银行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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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10000002769312
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咸宁产

权交易有限公司
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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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型号

尼桑牌ZN6452W16

猎豹牌CFA6470H

尼桑牌ZN6452WIG

蒙迪欧CAF7200B

尼桑牌ZN6491E2G

尼桑牌
ZN1032U2G3

江铃牌JX6510H3

雪佛兰SGM7201SE
AT

吉奥牌
GA1021LCTE3A

思威牌DHW6452W
（CR-V.2.4）

别克牌SGM6527AT

奥迪A6L 2.4CVT

初登日期

2006.8.2

2003.9.15

2005.06.16

2006.8.8

2001.1.20

2008.7.31

2011.8.29

2006.6.28

2011.9.29

2007.11.20

2009.3.18

2004.11.11

年检、保险情况

年检到期不祥
保险到期不祥

年检到期2016-9
保险到期2017-4
年检到期2017-6
保险到期2018-3
年检到期2018-8
保险到期不详

年检到期2018-1
保险到期2018-3
年检到期2018-7
保险到期不详

年检到期2018-8
保险到期不祥

年检到期2019-6
保险到期不祥
年检到期不祥
保险到期不祥

年检到期2018-11
保险到期2019-3-30
年检到期2018-3

保险到期2019-3-30
年检到期不祥
保险到期不祥

公里数
（万km）

不祥

11

22.3

23.4

31.1

25

22

17.8

不祥

25.6

21

33.8

参考价
（元）

9664

20640

15040

12000

4800

6000

8000

10400

11100

24000

38000

13200

据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 工信部
部长苗圩5日在人民大会堂“部长通道”
上说，今年移动网络流量平均资费再降

低20%以上，中小企业宽带平均资费再
降低15%，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消费需求。

苗圩说，按照政府工作报告部署，今
年将在全国范围开展千兆宽带业务示
范，移动网络流量平均资费再降低20%

以上，中小企业宽带平均资费再降低
15%，年底前实现所有手机用户自由“携
号转网”。

工信部部长苗圩：

今年移动网络流量平均资费再降20%以上

2019年全国两会首场“代表通道”开启
8位代表回应社会关切

据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 农业农
村部部长韩长赋5日在人民大会堂“部
长通道”上说，今年中央支持粮食生产的
政策将一以贯之，对玉米、大豆继续实施
生产者补贴，水稻最低收购价将保持稳
定。

韩长赋表示，去年我国粮食产量有
所下降，但下降得不多，比2017年减少
了74亿斤，相对总产量大约占0.6%。主
要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动
调减的结果，比如对“镰刀弯”地区的玉
米做了“减法”，增加了大豆、马铃薯、优

质饲草等生产，实际上有效供给是增加
的。我国粮食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1.3
万亿斤以上，没有出现大起大落。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稳定粮
食产量，我理解就是要防止出现经济下
行和物价上涨‘双碰头’。今年粮食生产

要做到稳产量、稳面积、稳政策。”他说，
从中长期来说，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要实
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划好建好粮
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
区，政策上保护好农民种粮积极性和地
方政府抓粮积极性。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

今年中央支持粮食生产的政策将一以贯之

据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 交通运
输部部长李小鹏5日在人民大会堂“部
长通道”上说，2019年将取消京津冀、长
三角以及东北、西南地区重点省份高速
公路省界收费站。2020年，基本取消高

速公路省界收费站。
李小鹏说，5日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两年
内基本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实
现不停车快捷收费，减少拥堵、便利群众。

李小鹏表示，我国高速公路是分段
建设、逐步成网的，实行以省为单位的建
设和运营管理体制，各地依法在省与省
之间设置了省界收费站。现在看来，这
些省界收费站对通行效率和群众的出行

体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据了解，去年5月，国务院作出推动

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的决策部署，
在去年年底取消了江苏和山东、重庆和
四川之间的15个省界收费站。

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

两年内基本实现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的目标

国际原子能机构

随时准备对朝进行核查与监督
据新华社维也纳3月5日电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

事天野之弥近日在维也纳召开的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会
议上说，原子能机构继续利用公开来源信息和卫星图像
监测朝鲜的核活动，并做好准备在有关国家达成政治协
议后对朝鲜实施核查与监督。

天野之弥在向理事会提交工作报告时介绍了朝鲜
宁边核设施截至今年2月底的情况。他说：“自2018年
12月初以来，原子能机构没有观测到5兆瓦反应堆有任
何活动，也没有观测到放射化学实验室再处理活动的迹
象。”

他说：“原子能机构发现，轻水反应堆有继续施工的
迹象。我们也继续观察到所谓用于铀浓缩的离心机在
持续运行。”但他强调，因为无法进入现场，原子能机构
无法证实这些活动的性质和目的。

他再次呼吁朝鲜彻底履行安理会和原子能机构理
事会相关决议规定的义务，立即与原子能机构开展合
作，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

在谈到伊核问题时，天野之弥表示，伊朗正在履行
基于《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即伊核协议）做出的承诺。
原子能机构将继续对伊朗实施核查并在适当时候采取
行动，这些分析和行动将在现有的保障框架内公正、独
立、客观地进行。

美国

计划取消对印土普惠制待遇
据新华社华盛顿3月5日电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

泽近日宣布，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国政府计划取
消给予印度和土耳其的普惠制待遇。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天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由于
印度未能确保在多个行业向美国提供公平、合理的市场
准入条件，美国政府将终止该国的普惠制待遇。同时，
由于土耳其经济已经足够发达，不应再享受进入美国市
场的优惠待遇。

按照法律规定，取消普惠制待遇需在通知美国国会
和相关国家政府至少60天后方可生效，并通过美国总统
公告予以颁布。

美国于2018年4月启动对印度普惠制市场准入资
格的审查。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声明，印度设置
了一系列贸易壁垒，对美国商业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
响。

普惠制是指发达国家单方面对从发展中国家输入
的制成品和半成品普遍给予优惠关税待遇的一种国际
贸易制度，是在最惠国待遇税率基础上进一步减税或全
部免税的更优惠的待遇。

古巴

谴责美升级对古经济封锁
据新华社哈瓦那3月5日电 古巴外交部近日发表

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执行“赫尔姆斯－伯顿法”第三条的
部分内容，认为这是对古巴“侵略行为的新升级”。

美国国务院此前宣布将于3月19日起启用“赫尔姆
斯－伯顿法”第三条部分内容。这一决定使美国公民可
以向美国法院起诉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的古巴实体。
美方还表示，日后有可能完全执行第三条的全部内容，
即准许美国公民向美国法院起诉与古巴有经贸往来的
外国企业。

古巴外交部的声明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声明说，古
巴政府按照国际法“公正、恰当地”推进国有化进程，美
国制定的制裁名单“毫无根据”。美方此举意在加强对
古巴的封锁，给古巴经济发展制造更多障碍。声明还向
在古巴经营的外国企业重申，古巴将积极保障外资与合
作项目。

这是美国自1996年通过“赫尔姆斯－伯顿法”后首
次执行其中第三条。“赫尔姆斯－伯顿法”第三条的大致

“逻辑”和内容是，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一些美国公
司和个人财产被古巴政府“没收”，因此美国公民可以在
美国法院向使用这些财产的古巴实体以及与其有经贸
往来的外国公司提起诉讼。

聚焦全国两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