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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我公司受津市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

有限公司的委托，将于 2017年 10月 27日
上午 10 点 58 分在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津市市分中心依法公开拍卖津市市
五处户外广告位 20年特许经营权。

一、拍卖标的：本次拍卖以下五处户
外广告位的特许经营权：1、位于农行办
公楼的户外 LED 电子屏，规划面积约为
264㎡；2、位于金城银座的户外 LED 电子
屏，规划面积约为 40㎡；3、位于农商行办
公楼户外 LED 电子屏，规划面积约为 108
㎡；4、位于二广高速（G55）津市干道的两
块户外立柱广告牌。以上五处广告位经
营权整体参考价为 111.58 万元，竞买保
证金 20万元。

二、报名时间、地点：2017 年 10 月 25
日起至 2017 年 10 月 26 日（上午 09：00-
11：30，下午 14：30-16：00，以保证金到账
时间为准），在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津市市分中心中介公司办公区报名。

三、拍卖地点：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津市市分中心第一开标室。

四、竞买人资格：1、竞买人必须是注
册三年以上的专业广告公司；2、获得过

“全国地市级百强户外媒体”称号；3、在
湖南省内有成功的建设运营维护大型电
子屏的经验（相关项目的实施证明材料
原件）；4、热心公益事业，无不良记录。

五、报名流程：竞买人持保证金转账
凭证和企业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荣誉
证书等有效证件的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
印件两份到上述报名点报名，并交纳报

名资料费 500元（现金）取得竞买资格。
六、保证金缴纳方式：保证金（不接

受现金）于 2017 年 10 月 26 日 16 时前汇
入以下账户（任选一个），转账时须备注
本项目名称。

1、账户名称：津市市财政局非税收
入汇缴结算户

账号：4300 1592 0680 5250 0242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津市支行
2、账户名称：津市市财政局非税收

入汇缴结算户
账号：1908 0773 2910 0016 945
开户行：工行津市支行万寿路分理处
3、账户名称：津市市财政局非税收

入汇缴结算户
账号：8602 0321 0000 00273
开户行：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津市支行
4、账户名称：津市市财政局非税收

入汇缴结算户
账号：9430 0501 0002 9000 11
开户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津市市人民路支行
5、账户名称：津市市财政局非税收

入汇缴结算户
账号：1856 5901 0400 0713 6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津市市支行
七、联系电话：0736-7223678

13973661038杨先生
工商监督电话：0736-4212653
公司网址：www.wtpm.cn

常德市万通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12日

新华社电 （记者 史卫燕）

湖南省近日出台规定，将对所有

市州党委、政府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工作情况实行严格的评价考

核制度，进行年度评价、五年考

核。

评价重点评估各市、州上一

年度生态文明建设进展总体情

况，每年 8月底前完成；考核主要

考查各市、州生态文明建设重点

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强化市州党

委和政府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

责任，每个五年规划期结束后的

次年开展，并于 8月底前完成。

年度评价结果报湖南省委、

省政府审定后向社会公布，并纳

入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考核和省

绩效考评体系。

根据规定，目标考核结果作

为湖南各市州党政领导班子和

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干部奖

惩任免的重要依据，并纳入湖南

省绩效考评体系。对生态环境

损害明显、责任事件多发市州的

党政主要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

要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湖南出台生态文明建设考核办法

●外事：外交部发言人华春

莹 10月 11日证实，10月 10日，美

军“查菲”号导弹驱逐舰未经中

国政府允许，擅自进入中国西沙

群岛领海，进行所谓“航行自由

行动”，中方随即派出军舰机依

法对美舰实施查证识别，并予以

警告驱离。

●港澳台：香港特区行政长

官林郑月娥 10 月 11 日在特区立

法 会 发 表 上 任 后 首 份 施 政 报

告。报告涵盖发展多元经济、改

善民生、打造宜居城市及青年政

策等多个领域，力求“为香港未

来带来新起点”。

●科技：近日，微软发布新

一轮安全更新，修复 Office 的高

危漏洞（CVE-2017-11826）。该

漏洞影响微软目前支持的大部

分 Office 版本，黑客通过该漏洞

发送恶意文件，没有打补丁的用

户点开文件就会中招。

●法治：最高人民法院近日

印发实施意见，禁止最高法法官

辞职后在 3年限制期内受聘于律

所，杜绝辞职法官借助个人影响

力进行不正当竞争、削弱司法权

威。

●火灾：10 月 8 日下午开始

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森林

大火，目前已造成至少 17 人死

亡、180人失踪。

●骚乱：墨西哥北部新莱昂

州安全部门发言人阿尔多·法希

10月 10日向媒体称，该州卡德雷

塔市一座监狱发生骚乱，已造成

13人死亡。

●爆炸：土耳其西部伊兹密

尔省的阿利阿炼油厂 10 月 11 日

发生爆炸事故，造成 4 人死亡、2

人受伤。

■本报综合

新华社电 （记者 林小春）

美国环境保护局局长斯科特·

普鲁伊特 10 月 10 日签署文件，

正式宣布将废除奥巴马政府推

出 的 气 候 政 策《清 洁 电 力 计

划》。

美国环保局在一份声明中

称，在对《清洁电力计划》进行评

估后，该机构认为这项政策“超

出了美国环保局的法定权限”，

“废除《清洁电力计划》将促进美

国能源发展，减少不必要的相关

监管负担”。

普鲁伊特在这份声明中称，

特朗普政府致力于“纠正奥巴马

政府的错误”，接下来美国环保

局将评估“最合适的前进路径”，

“任何替代规则都将通过倾听各

方意见认真、恰当并谦虚地制

订”。

按照流程，普鲁伊特签署的

文件将经过为期 60 天的公众意

见反馈后才会最终确定下来，成

为正式决定。

今年 3 月，美国总统特朗普

签署一份名为“能源独立”的行

政命令，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要

求“修改或废除”原定于 2022 年

生效的《清洁电力计划》。

《清洁电力计划》是奥巴马

政府气候政策的核心，要求美国

发电厂到 2030年在 2005年基础

上减排 32％。此前，美国最高

法院已于 2016 年 2 月下令暂缓

执行《清洁电力计划》，因此该政

策实际上从未实施。

支持特朗普的美国全国矿

业协会称，《清洁电力计划》会增

加美国电网的不稳定性，实际上

是增加消费者的负担；废除这一

计划能为美国保存 2.7万个矿业

工作岗位，及相关供应链上的

10万个工作岗位。

特朗普政府发布的最新估

计称，废除这项规定到 2030 年

将节省因执行规定而额外产生

的 330 亿美元的遵从成本。所

谓遵从成本，指的是为执行政府

法律法规产生的时间及金钱上

的额外花费。

特朗普政府正式宣布将废除

《清洁电力计划》

美国东部罗得岛州居民乔·朱特拉斯种植的绿南瓜以960公斤

的重量打破世界纪录，成为全球最重的南瓜属蔬菜。在沃伦市10

月 7日举行的比赛中，朱特拉斯的绿南瓜打破世界纪录，这是他在

这项比赛上第三次刷新纪录。 新华社 发

美国农民种出全球最重南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