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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许昌亚太产权交易中心有限
公司拟对襄城县医药公司国有资产实施公
开转让。

一、转让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襄城县医药公司成立于1956年，位于

襄城县紫云大道中段，属国有企业，法定代
表人张永红，单位性质是全民所有制，注册
资金为197.3万元，主要从事医药购销业务，
下设医药批发部、中药材公司和71家襄城
医药零售门店，以承包方式经营。现有职工
376人，在职职工272人（其中在岗107人，
长期不在岗165人），退休职工104人。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025172150208R。

二、转让标的的基本情况
1.土地使用权面积约7093.79平方米，

有划拨土地使用权证，现已规划为商业用
地，土地出让金的缴纳方式详见襄城县医
药公司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2.房产面积约为6519.64平方米，其中
部分有房产证。

3.其他无形资产（软件、营销网络）。

4.地上附属物及办公、机器设备。
（详见：豫博为评报字[2018]第003号、

豫博为评报字[2018]第 013号资产评估明
细表。）

三、转让标的企业最近一个年度审计
报告情况

转让标的企业资产已经河南博为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豫博为专审字
[2017]第 045 号、豫博为专审字[2018]第
005号）截至 2018年 2月 28日，转让方资
产 总 额 8144489.34 元 ，所 有 者 权 益 合
计-17220891.74元。

四、转让标的资产评估备案及核准情况
该资产已经河南博为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评估（豫博为评报字[2018]第 003号、豫
博为评报字[2018]第 013 号），评估总值
3192.04万元，该评估结果已经县政府文
件批准（襄政文[2018]8号）并在襄城县国
有资产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襄国资
管办[2018]2号）备案。

五、转让行为的内部决策及批准情况

此次资产转让方式已经襄城县医药公
司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并经襄城县人
民政府（襄政文[2018]6号）批准。

六、意向受让方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
1.意向受让方应是财务状况良好、商业

信誉度较高的境内独立企业法人,国有及
上市公司具有优先购买权。

2.意向受让方要求为成立2年以上，注
册资金达到5000万元以上的医疗、药械相
关企业。

3.意向受让方须与转让方签订《承诺书》。
七、挂牌价格、保证金、税金、价款支付

方式和期限要求
1.挂牌价格为 3581.3万元(大写：叁仟

伍佰捌拾壹万叁仟元整)。
2.意向受让方提出受让申请、提交相关

资料的同时，缴纳人民币3000万元保证金至
指定账户（若受让不成功，五日内无息退回）。

收款单位：许昌亚太产权交易中心有
限公司

开户银行：建行许昌望田路支行

账号：41001551823059000100
3.在受让资产成交后的3日内，以现金

或转账的方式全额支付受让资产成交价款
及交易费用。

八、挂牌期限及交易方式
1.自公告刊登之日起20个工作日。即

2018年5月14日至2018年6月8日17时。
2.若在公告期内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

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时，将采取拍卖方式确定受
让方。若不足两人，将进行第二轮公告征集。

九、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许昌市新兴路东段路南
联系电话：0374-8328582
15617211611 15038966677
详情见交易机构网站:
http://www.xcpmh.com
十、监督电话
工商监督电话：0374-3178755
国资监督电话：0374-3993918

许昌亚太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4日

襄城县医药公司国有资产转让公告

春季是各项工程开工的高峰期，为确保电网设备安全稳定运行，登
封市供电公司与相关部门密切沟通，及时掌握施工动态，定期对施工现
场进行监督检查，防止因施工单位盲目擅自施工造成线路故障。同时，
认真梳理防外力破坏的重点和难点，查找薄弱点，组织特巡人员对所辖
输电线路保护区内的建房施工、塔吊、开挖取土、线下施工对地距离不够
等外力破坏隐患进行集中特巡，切实做好隐患排查，及时采取有效的防
范措施，将外力破坏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宋丹丹）

为响应《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的颁布，洛阳市吉利区西霞院街道党工
委立即行动，多措并举开展学习，坚持学用结合，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监
察法》，掀起了学习的热潮。领导带头全员学。街道党工委充分利用党建学习
时间，由街道党工委书记刘晓辉原原本本、逐字逐句领学《监察法》。突出重点
细致学。通过专题会议集中学、个人自行学、相互交流学等方式，组织纪检干
部学习监察组织构成、监察范围、监察委职责等内容。创新载体方便学。通过
微信公众号、街道工作微信群、发放宣传材料等不同渠道和方式，第一时间发
布监察法内容。注重实践结合学。坚持学以致用，加强和改进执纪监督方式，
把学习贯彻监察法体现在实际工作中，落实到具体行动上。（简静远 吉团结）

多种形式宣传监察法 掀起学习热潮

登封市供电公司开展春季防外破专项行动

新华社北京5月 12日电 住房城
乡建设部与财政部、人民银行、公安部
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治理
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工作的通知》，要
求优先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
租，提取额度要根据当地租金水平合
理确定并及时调整。重点支持提取住
房公积金在缴存地或户籍地购买首套
普通住房和第二套改善型住房，防止
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炒房投机。

通知要求，对同一人多次变更婚
姻关系购房、多人频繁买卖同一套住
房、异地购房尤其是非户籍地非缴存
地购房、非配偶或非直系亲属共同购
房等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要严格
审核住房消费行为和证明材料的真实
性。

通知指出，一些机构和个人通过
伪造证明材料、虚构住房消费行为等
手段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有的甚至

形成骗提套取住房公积金“黑色产业
链”，扰乱了住房公积金管理秩序，削
弱了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互助性和保障
性。为保证住房公积金制度稳健运
行，依法维护缴存职工权益，决定开展
治理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工作。

根据通知，各地要全面落实国务院
“放管服”改革要求，建立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与公安、住房城乡建设、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民政、不动产登记等部门
及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信息共享机制，
联网核查住房公积金提取申请人的个
人身份、户籍、房产交易、就业、社保、婚
姻登记、不动产登记等信息，确保提取
住房公积金的行为和要件真实准确。
有条件的省份要积极研究建立省级跨
部门信息共享机制。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要积极主动提出信息共享需求，相
关信息管理部门要予以支持。同时要
做好信息安全和保密工作。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记者13
日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
由中铁上海工程局承建的哈（尔滨）佳
（木斯）铁路重点项目滨江站改造工程
已顺利告捷，标志着这条我国高寒地
区最长快速铁路实现全线贯通。

据中铁上海局哈佳铁路项目一分
部工程部部长王明介绍，中铁上海局
承担的是哈佳铁路最后一“关”——滨
江站改造工程。该工程为影响哈佳铁
路全线贯通的关键性控制工程。

他表示，300 多名施工人员先后

完成了拆除线路、清理道床、线路拨移
正位、连接接头等多项施工作业，确保
了改造工程顺利进行。

哈佳铁路于 2014 年 7 月开工建
设，设计时速 200 公里，为客货共线
铁路，全长 343 公里，是我国高寒地
区最长快速铁路。目前，哈佳铁路
已进入联调联试阶段，预计 7 月末
进入试运行阶段，8月末正式开通运
营。届时，哈佳两地通行时间将由
现在的 6 个小时缩短至 1 小时 50
分。

近期，一系列扩大开放举措纷纷
落地，宣示了新时代我国始终坚持对
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打开国门搞建设
的坚定决心。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
究所综合研究室副主任杨长湧和新兴
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李大伟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对外开放再扩大是新时代我
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的必然抉择，也是促进经济全球化、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力行动。

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和效益

改革开放40年来，外资企业已成
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杨
长湧认为，在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大背景下，应继

续扩大利用外资，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
和效益，更好利用全球资源推动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与自主创新相结合跟上全球科技进步
步伐，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起点上扩大开放，吸引外资关
键要聚焦短板，突出重点。

目前，世界 500强跨国公司在我
国的服务业投资规模和质量远逊于制
造业。杨长湧说，放宽银行、证券、保
险等外资股比限制，继续扩大电信、医
疗、教育、养老等服务业领域开放……
这些主动开放举措显示，大幅放宽服
务业市场准入，放松乃至取消股比和
业务范围等限制，是当前我国高质量
引进外资的重点。

杨长湧说，全面放开制造业是高
质量引进外资的重要任务，下一步我

国将通过尽快扩大汽车行业对外开
放，优化资源配置、扩大优质产品供
给，推动相关制造业领域迈向中高端。

更加积极主动扩大进口

扩大进口是让世界分享中国发展
机遇的主渠道之一。李大伟说，我国
依托巨大的经济规模、优良的市场环
境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各国基于各
自要素禀赋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提供巨
大的市场，为全球经济包容可持续增
长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李大伟看来，扩大进口是适应
我国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
对于健康饮食、医疗康复、信息通讯、文
化创意等领域优质特色商品的消费需

求持续高速增长。积极扩大汽车等耐
用消费品、优质药品、保健品、智能信息
终端、文娱用品乃至特色食品工艺品
等进口，完全符合我国居民消费需求
升级的方向。

此外，扩大进口需要中国与世界
的共同努力。李大伟说，一方面，我国
基于 WTO 原则，加快降低汽车、药
品、保健品、化妆品等优质消费品和仪
器仪表等高端资本品的关税水平，加
强检验检疫等领域的国际合作，积极
推 进 进 口 通 关 便 利 化 ，加 快 加 入
WTO《政府采购协定》进程，有效促进
进口。另一方面，相关国家特别是发
达经济体也应摈弃偏见，有效放宽对
华高技术商品出口管制，共同分享中
国这一世界最有潜力的市场。

（据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住建部等四部门：

防止提取公积金炒房

我国高寒地区最长快速铁路贯通

坚持对外开放 分享中国机遇

今年 3月，在澳大利亚悉尼，300
多名澳大利亚政商界人士汇聚一堂，
探讨如何抓住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带来的大商机。这一全球首个以进
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博览会，正在吸引
世界目光。

这个大项目，正是一年前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宣布的一
系列举措之一。一年来，“一带一路”
建设合作的“国际列车”进一步聚合动
能，加速向前，携各方驶向幸福安宁和
谐美好的未来。

全球共识不断积累

“具有深远的世界影响”——英国
首相特雷莎·梅今年 2月访华时如此
看待“一带一路”。

“中国对地区繁荣作出的重要贡
献”——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博鳌亚
洲论坛年会上这样评价“一带一路”。

这一源自中国、属于世界的倡议
正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同和接纳。

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
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
路，这是习近平主席在一年前的演讲
中提出的明确目标和愿景。

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到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从亚太
经合组织岘港会议到博鳌亚洲论坛年
会，一年来，习近平主席在多个重大国
际场合反复阐释“一带一路”倡议，让
世界对这一造福众多国家人民的世纪
工程有了更多理解和认同。

正是得益于这样的指引，由中国
起笔，横跨大洲的“一带一路”画卷正
变得越来越清晰、生动而丰富。“一带
一路”的建设规划和项目落地不断推
进，国际合作不断结出硕果。

“‘一带一路’倡议或将成为人类
历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经济发
展项目，它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推动
商业并为人类福祉作出贡献。”英国亚
洲之家主席葛霖如此展望。

国际伙伴越聚越多

地处中美洲的巴拿马去年6月同
中国建交后，迅速加入“一带一路”建
设，成为第一个与中国签订“一带一
路”建设备忘录的拉美国家。

巴拿马驻华大使施可方不久前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一带一路’
倡议联动全球，巴拿马希望成为‘一带
一路’倡议中关键的一点。”

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郑
重承诺：“不论来自亚洲、欧洲，还是非

洲、美洲，都是‘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
作的伙伴。‘一带一路’建设将由大家
共同商量，‘一带一路’建设成果将由
大家共同分享。”

正是这种平等性、开放性、普惠性
的特质，让“一带一路”的朋友圈不断
扩大，越来越多的国家、国际组织和企
业对“一带一路”倡议投出了“信任票”
和“支持票”。

迄今，已有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
织同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
作协议；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
等重要决议纳入“一带一路”建设内
容；乌兹别克斯坦将“一带一路”写入
外交法令……

美国高科技制造企业霍尼韦尔
公司、英国汇丰银行、澳大利亚矿业
巨头力拓公司……在美国消费者新
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中，多家跨国公
司高管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机遇难
得，特别是在基础设施等领域催生大
量新商机。

宏伟图景更添新色

到处是土灰色的煤渣砖房，四周
被悬崖、沙漠和海水环绕，如同被世
界遗忘的角落。巴基斯坦瓜达尔曾
经是一座偏远沉寂的南亚小渔港，世

界经济的蓬勃脉动在此难寻。如今
焕然一新的集装箱码头、正在建造的
酒店，以及联通远方的高速公路和铁
路展现眼前，一派热火朝天的城市建
设景象。

这是美国《大西洋》月刊记者在瓜
达尔港的所见。这种改变正源于“一
带一路”建设。作为中巴“一带一路”
合作的标志性项目，瓜达尔港自中国
企业负责建设和运营以来发展提速，
点亮了当地人的梦想。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实践。从
发展友好合作到达成务实协定，从加
大建设资金支持到加强创新合作，
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提出的一系
列务实举措向世界宣示，中国是共建

“一带一路”的倡议者，更是负责任、有
担当的实践者。

一年来，从由中企承建的肯尼亚
蒙内铁路正式通车，到中俄亚马尔液
化天然气项目首条生产线投产；从“冰
上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到中老
经济走廊、中缅经济走廊……“一带一
路”建设国际合作正掀起新高潮。

“一带一路”建设正一步一个脚印
推进实施，一点一滴积累成果。“一带
一路”承载着各国发展与繁荣的梦想，
通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据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道”行天下 通向未来
——写在习近平主席发表《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主旨演讲一周年之际

据新华社“探索一号”5月 13 日
电 我国自主研制的4500米载人深潜
器“深海勇士”号，13日迎来迄今年龄
最大的乘客。我国著名海洋地质学
家、“南海深部计划”指导专家组组长、
82岁高龄的汪品先院士在南海下潜，
并在海底获得重要发现。

汪品先正在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
与工程研究所“探索一号”科考船上，
参加“南海深部计划”西沙深潜航次。
该航次共有来自全国 14个单位的 60
名科考队员参加，主要聚焦于南海西
沙海域的冷泉、沉没珊瑚礁和深海浊
流三大科学主题开展科学研究。

13日 8时 10分，汪品先和中国科
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所长丁抗
一起登上了“深海勇士”号。载人深潜
器在潜航员的驾驶下，顺利抵达目标
海底。他们在海底进行了长达8个多
小时的观察研究和采样工作，最大下

潜深度1410米。
16时 40分，红白相间的“深海勇

士”号顺利浮现在蔚蓝色的海面上。走
出载人舱，汪品先精神饱满，笑容满
面。他介绍说：“今天下潜的西沙海区
获得了重要发现。深潜器刚到海底，就
发现了以管状蠕虫和贻贝为主体的冷
泉生物群。此后又在玄武岩区，发现了
以冷水珊瑚和海绵为主体的特殊生物
群，堪称西沙深海的‘冷水珊瑚林’。这
非常值得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

“深海勇士”号载人深潜器是在国
家 863计划支持下、由国内近百家单
位共同研制，先后突破总体设计与优
化、大厚度钛合金载人舱设计制造、大
深度浮力材料、低噪声深海推力器等
一系列关键技术，去年成功进行海试，
今年正式投入试验性应用。汪品先的
此次下潜，也是“深海勇士”号第67次
成功下潜。

八旬院士勇当“深海勇士”

5月13日，在第十四届文博会上，参观者在四川馆欣赏油纸伞。当日，在深
圳举行的第十四届文博会上，融合了传统艺术和现代科技或设计的文创产品受
到参观者的欢迎。新华社发

新华社大连 5月 13日电 5
月13日，我国第二艘航母从大连
造船厂码头启航，赴相关海域执行
海上试验任务，主要检测验证动力
系统等设备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据了解，自去年4月 26日下
水以来，第二艘航母建造工作按
照计划稳步推进，完成了系统设
备调试、舾装施工和相关系泊试
验，具备了出海试验的技术条件。

我国第二艘
航母试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