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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它组织，
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欠
缴土地出让价款、列入工商、税务部门失信企业名单的单位，
不得参加竞买。

三、申请竞买人请到任县国土资源和城乡规划局土地储
备中心获取有关资料。交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2018年8
月10日16时（以资金到账为准）。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
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确认其竞买资格，并
发放《竞买资格确认书》。

四、有意竞买者可与出让人联系踏勘，也可对挂牌地块
现场自行踏勘。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时间为2018年7月31

日上午9时至2018年8月14日上午9时30分在任县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第一开标室举办。

六、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账户名称：任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 户 行：中国建设银行邢台任县支行
账 号：13001657608050510177
开 户 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任县支行
账 号：50222001040024556
联系地址：任县国土资源和城乡规划局（昌平路西侧）
联系电话：0319-7609637
联 系 人：谢同岭

2018年7月11日

任县国土资源和城乡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任国土告字〔2018〕06号

经任县人民政府批准，任县国土资源和城乡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2018]21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
宜公告如下：

一、出让宗地基本情况（见下表）

公司于2018年6月25
日取得邢台经济开发区行
政审批局的《邢台市商品
房预售许可证》，预售项
目名称：皓顺府二期工程，预售房屋坐落：智慧路（永安路）
以东、信德路（振兴路）以西、新兴东大街以北、建设东大街
以南，预售证为邢房预售证第开2018015、开2018016号。根据
邢台市人民政府令第[2014]第5号《邢台市商品房预售款监管办
法》规定，现该项目已于2018年7月11日预设立了商品房预售
款监管账户，预售款已纳入邢台经济开发区城市建设局监管
（注：该监管账户为预设账户，方便购房户能在第一时间向监管
账户缴存房款接受监管，保障购房安全）。

同时郑重提醒广大购房人，购买预售商品房时，请注意
《办法》第十六条规定承购人未将预售款缴付监管账户或未在规
定时间内备案的，承担由此产生的经济责任。请广大市民在购

房时将定金、预付款、房
价款（包括预售商品房按
揭贷款）、保证金等各种
购房款，直接打入监管账

户，以确保您缴存的购房款用于商品房项目工程建设，防范商
品房交易风险，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现将开户银行、监管账户及账号通告如下：
预售款监管账户：邢台锦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资金监管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邢台新华

支行
预售款监管账号：0406000229300152067
监督咨询电话：0319-3636180
售房咨询电话：4000001650

邢台锦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7月11日

通 告

公司于2018年6月25
日取得邢台经济开发区行
政审批局的《邢台市商品
房预售许可证》，预售项目
名称：皓顺府一期工程，预售房屋坐落：智慧路（永安路）以东、信
德路（振兴路）以西、新兴东大街以北、建设东大街以南，预售证为
邢房预售证第开2018017、开2018018、开2018019、开2018020号。
根据邢台市人民政府令第[2014]第5号《邢台市商品房预售款监管
办法》规定，现该项目已于2018年7月11日预设立了商品房预售
款监管账户，预售款已纳入邢台经济开发区城市建设局监管（注：
该监管账户为预设账户，方便购房户能在第一时间向监管账户缴
存房款接受监管，保障购房安全）。

同时郑重提醒广大购房人，购买预售商品房时，请注意《办
法》第十六条规定承购人未将预售款缴付监管账户或未在规定时
间内备案的，承担由此产生的经济责任。请广大市民在购房时将

定金、预付款、房价款（包
括预售商品房按揭贷款）、
保证金等各种购房款，直
接打入监管账户，以确保

您缴存的购房款用于商品房项目工程建设，防范商品房交易风
险，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现将开户银行、监管账户及账号通告如下：
预售款监管账户：邢台锦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资金监管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邢台新

华支行
预售款监管账号：0406000229300151963
监督咨询电话：0319-3636180
售房咨询电话：4000001650

邢台锦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7月11日

通 告

新华社福州7月 11日电（记者
林超）为引导农业加快向绿色化、优
质化、特色化、品牌化发展，农业农村
部决定于7月到11月组织开展质量兴
农万里行活动，并于10日在福建省福
州市举行了启动仪式。

质量兴农万里行活动将重点聚
焦监管成效、绿色发展、品牌创建和
公众关切四个方面，系列活动包括优

秀科普作品展播、绿色食品宣传月、
“我与农产品质量安全这十年”征文
活动、质量兴农高峰论坛和农产品质
量安全国际交流与合作等。

“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除
了‘产出来’‘管出来’，宣传工作也发
挥着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作用。”农
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宋建朝说，开展质
量兴农万里行系列活动正是希望集

中形成强大的宣传声势，从多角度展
现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成效，从
各方面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理念，讲
好质量安全故事，振奋消费信心，提
升公众的安全感、获得感。

农业农村部要求，全国农业系统
各行业各领域，生产、经营、消费、监
管等各环节各主体，都要积极参与进
来，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推动作用、

生产经营企业的主体作用、农业专家
的技术支撑作用和社会各界的参与
作用，共同努力推动质量兴农万里行
活动，扎实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启动仪式现场发布了《质量兴农
万里行》主题宣传片和农产品质量安
全执法监管十大典型案例，来自福建
的20家茶叶企业代表共同签署《福
建省茶产业绿色发展宣言》。

农业农村部启动质量兴农万里行活动

新华社长沙7月11日电（记者陈
宇箫）湖南炎陵县中村乡龙潭瑶族村
何家组，有一座黑瓦白墙的江南古
宅。宅子建于晚清，全国最早的共产
党员之一的何孟雄，就在这座“何家
大屋”里长大。参加革命后，他就再也
没有回来过。

“当年小吏陷江州，今日龙江作
楚囚。万里投荒阿穆尔，从容莫负少
年头。”这是何孟雄一次入狱后在监
狱墙壁上写下的一首诗。

何孟雄，1898年 6月生，湖南炎
陵人。早年在长沙求学期间，与毛泽
东、蔡和森、邓中夏等交往密切，建立
了革命友谊。1919年3月，何孟雄进入
北京大学学习，受《新青年》为代表的

新思潮影响，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
动，成为北京大学学生运动的重要
骨干。

1920年３月，在李大钊的指导和
帮助下，何孟雄和邓中夏、罗章龙等
人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
义学说研究团体——北京大学马克
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1月，加入北京
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北京共产党早期
组织。

1921年７月，中国共产党成立，
何孟雄是全国最早的 50 余名党员
之一；同年冬，当选中共北京地方执
行委员会书记，同时任中国劳动组
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成员；1923 年６
月，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共第三次

全国代表大会；1925年５月１日，任
刚刚成立的京绥铁路总工会秘书
长；1926年５月，调任中共唐山地委
书记；1927年４月，调到当时的革命
中心武汉工作，任中共汉口市委组
织部长。

在此期间，何孟雄作为北方党
组织和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成员，
参与发动和领导了京绥铁路、开滦
煤矿、唐山铁路机车厂、正太铁路
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许多重
大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９月，中
共中央由武汉迁往上海，何孟雄也
被调往上海，先后任中共江苏省委
委员、淮安特委书记、江苏省委常委

兼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军事委员会
书记等职，参与领导江苏各地党组
织的恢复、发展工农运动和开展武
装斗争。

1931年１月17日，因叛徒告密，
何孟雄在上海被捕。在狱中，他保
持了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和崇高
品格，宁死不屈，同敌人进行了坚
决斗争。

1931年２月７日，何孟雄与其他
23位共产党员与革命者，在上海龙华
英勇就义，时年33岁。

“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
未穷，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
般红。”这首诗就是为了纪念这24位
革命烈士所作。炎陵县档案史志局原
局长张晓建说：“何孟雄曾多次入狱，
在最困难的时候对党的忠诚、对崇高
理想的追求始终不变，这种精神依然
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何孟雄：从容莫负少年头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倪元锦
邰思聪）记者11日从北京市气象局获
悉，受副热带高压外围偏南暖湿气流
与西来槽共同作用，10日夜间至12日
京津冀大部分地区会出现大雨，部分
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电、
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天气。

11日 9时，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
雨蓝色预警信号。北京市气象局气象
服务副首席预报员吴宏议表示，此次
区域降雨有三个特点：影响范围广，累
计雨量大，局地短时雨强较大。

数据显示，11日3时至11时，北京
市平均降水量为6.9毫米。其中，城区
8.7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房山水保
示范区，为24.5毫米，最大雨强出现在

通州中农富通，10时至11时降水量为
13.3毫米/小时。

吴宏议说，北京地区气候特点鲜
明，夏季降水充沛，全年降水量的70%—
80%发生在夏季，暴雨更是频繁。

气象部门提示，强降雨天气会导
致低洼地区和部分路段出现道路积
水，对交通早、晚高峰产生不利影响。
此外，强降雨可能诱发中小河流洪
水、山洪及泥石流、滑坡、崩塌等地质
灾害。

“根据目前预报，北京地区11日下
午到夜间有大雨到暴雨，明显降雨将
出现在午后到夜间，局地伴有雷电、短
时强降水等对流天气，12日早晨降雨
逐渐减弱，上午趋于结束。”吴宏议说。

京津冀迎汛期降水

新华社兰州7月 11日电（记者
齐中熙 王衡）由中铁隧道局集团承
建的银（川）西（安）铁路庆阳隧道11日
顺利贯通，创下了国内长度最长、断面
最大的红黏土隧道施工纪录。

中铁隧道局集团项目负责人介
绍，庆阳隧道全长约14公里，最大开
挖断面164.09平方米，红黏土段落达
12.54公里，占全隧总长约90%，是国
内目前在建长度最长、断面最大的红
黏土隧道，为二级高风险隧道。

庆阳隧道施工难点较多，洞身主要
穿越黄土沟壑梁峁区，施工环境较差；
红黏土隧道施工为国内首例，建设过程

中没有前期经验可循。同时，隧道长距
离下穿村镇密集地区和交通干线，施工
沉降控制要求高，风险大。在施工过程
中，中铁隧道局集团建设者通过优化仰
拱结构，增加仰拱混凝土厚度等，攻克
了红黏土弱膨胀性的不利施工条件，
填补了国内红黏土隧道施工经验空白。

银西铁路建成后，银川至西安将
由14小时车程缩短至3小时左右，将
成为宁夏、蒙西地区与陕西及华东、中
南、西南的快速客运主通道，对推动国
家高速铁路网建设，完善西北地区路
网布局，促进区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最长红黏土隧道——

银西铁路庆阳隧道贯通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记者
于佳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1日就美
方公布拟对我2000亿美元输美产品
加征关税清单发表谈话。

发言人指出，美方以加速升级的
方式公布征税清单，是完全不可接受
的，我们对此表示严正抗议。美方的
行为正在伤害中国，伤害全世界，也
正在伤害其自身，这种失去理性的行
为是不得人心的。

发言人表示，中方对美方的行
为感到震惊，为了维护国家核心利
益和人民根本利益，中国政府将一
如既往，不得不作出必要反制。与
此同时，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
力，共同维护自由贸易规则和多边
贸易体制，共同反对贸易霸凌主
义。与此同时，我们将立即就美方
的单边主义行为向世界贸易组织追
加起诉。

就美方公布拟对我2000亿美元输美产品加征关税清单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发表谈话

新华社成都7月 11日电（记者
张海磊）近日，四川、陕西、甘肃一带
多有暴雨。同时，受台风“玛莉亚”影
响，多省也出现降雨。暴雨天气导致
不少地方路面被淹，户外暗藏危险，
四川省安全科学技术研究院高级工
程师、电力工程专家梁军胜提醒，民
众要牢记安全须知，避免意外触电。

他提醒，雨天出行要注意以下五
个方面：

一是不要靠近电力设备。多雨潮

湿天气导致电力设备绝缘性能下降，
人体的电阻也相对降低。因此，在户
外行走时不要靠近电力设备，更不能
在供电线路和变压器下避雨，还应尽
量避开电线杆的金属材质斜拉线。

二是不要在紧靠供电线路的高
大树木或大型广告牌下停留或避雨。
高大树木或大型广告牌一旦被大风刮
断或刮倒，很可能将紧靠的电线砸断，
或造成树枝、广告牌搭在电线上。人
体一旦接触被砸断的电线以及被淋

湿的树木或金属广告牌，都容易引发
触电的危险。不要触摸电线附近的树
木。随着树木逐年长高，电线可能已
经被树木的树冠包围，且经过长时间
的摩擦可能存在绝缘层破损的情况，
遇到雷雨大风天气时，树木和线路之
间相互碰撞、摩擦，会导致短路、放电。

三是遇到积水尽量绕行。外出时
要尽量选择没有积水的路段行走，如
果必须蹚水通过，一定要随时观察附
近有没有用电、供电设备，有没有供

电线路断落在积水中。如果有，应撤
到离落地点8米以外的地方，做好记
号以提醒其他行人，并及时通知供电
部门紧急处理。

四是遇电线掉落应单腿跳跃离
开。万一电线恰巧断落在离自己很近
的地面上，不要惊慌，更不能撒腿就
跑。应该用单腿跳跃着离开现场，否
则很可能会在跨步电压的作用下使
人触电。

五是无绝缘防护不随便救人。
一旦发现有人在水中触电倒地，应
立即切断电源，或用干燥的木棒、竹
棒或干布等绝缘器具使伤员尽快脱
离电源。

雨天出行防触电 专家送“避电指南”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上接第一版）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
式，不断养成良好行为习惯。畅通公众
参与渠道，健全举报奖励制度，鼓励群
众检举、揭发身边环境违法行为，打一
场治理PM10的人民战争。

会议印发了《邢台市区 2018 年
PM10专项治理攻坚行动方案》。市建
设局、市城管局、桥东区、桥西区和市
开发区负责人分别在会上作了表态发言。

桥东区、桥西区、开发区、邢台县、

沙河市、内丘县、任县、南和县党政主
要负责同志及主管环保、住建、交通工
作负责同志，大外环范围内乡镇（街道
办）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县（市、区）环
保、住建、城管、交通局长；市城管、建
设、环保、规划、交通、房管、工信、交
警、供电公司等部门和邢东新区管委
会主要负责同志；市区部分生产企业、
房地产开发企业、施工企业负责人参
加了会议。

（上接第一版）
19时许，记者在开元南路与新兴

东大街交叉口东北侧小巷内看到，几
十辆汽车首尾相接停在道路旁，导致
本就狭窄的小巷，仅能容一辆车通行。
在这里，记者发现小巷两侧分布着不
少卖菜和熟食的店面，大多数店面存
在占道经营的现象，小巷内变得更拥
挤，而骑电动车的居民随意把车停在
摊位旁就开始买菜。如此一来，小巷内
剩下的空间仅够一个人通过。“走在这

条路上，特别是在早晚人流高峰时，感
觉像在赶集。”家住东方花园的陈先生
告诉记者，车辆乱停乱放不仅影响居
民出行，还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

走访多条背街小巷后，记者还发
现有些地方很少有垃圾桶甚至没有，
且游商小贩较多，部分小巷街道较为
脏乱。市民马小丽说：“一座文明宜居
的城市，不仅需要光鲜亮丽的‘面子’，
更需要整洁舒适的‘里子’，希望相关
部门加大对背街小巷的整治力度。”

环境卫生不达标 乱停乱放问题多

7月 11日，江苏镇江五峰
山跨江线路南塔成功定向爆破。

当日，有51年历史的江苏
镇江五峰山跨江线路南、北两座
高塔被成功定向爆破拆除。这标
志着长江南京以下431公里的
12.5米深水航道上50米净空障
碍全部清除，可保障五万吨级海
轮无障碍航行至南京。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