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委托，我单位定于 2019 年 5 月 31 日
上午10时整在大通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6
楼会议室（钟楼），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
卖。

标的①位于大通县园林片区多林路光
明小区10套住房（建筑面积：74.45㎡/套）。

标的②位于大通县园林片区多林路光
明小区配套商业用房24套（建筑面积：61.83
㎡-63.72㎡）。

标的③位于大通县朔北乡东部新城配
套商业用房26套（建筑面积：52.1㎡-269.39
㎡）。

标的②③适用于办公及经营超市、面
点、食品、餐饮等多种项目的理想投资场
所，欢迎社会各界人士积极报名参与竞
拍。

预展时间及地点：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9年5月30日 标的现场

竞买须知：1、凡参加拍卖会的竞买人需

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资质，并缴纳竞买
保证金：标的①伍万元/套；标的②③壹拾万
元/套方可办理竞买登记手续；2、拍卖成交
后，保证金转为佣金及成交价款，未成交者
保证金如数退还（不计息）；3、收款单位：户
名 青海省拍卖行 开户行 工行西宁西大
街支行 账号 2806000609200088637

联系电话:
0971-8223656 13709724317 冯 女 士

13139089169 尹先生 18997184846 熊女士
查询网址:
青海省拍卖行（www.qhpaimai.com）
青海省拍卖行业协会（www.qhspx.com）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
（www.caa123.org.cn）
注：中国拍卖行业AA企业
青 海 省 拍 卖 行
2019年5月15日

拍卖公告

新华社长春5月14日电（记者张建 高
楠）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14日通
报吉林省白城市洮南市万顷草原破坏严
重，环境污染让百姓苦不堪言。

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吉林
省开展“回头看”期间收到群众举报，反映吉
林省洮南市雏鹰农牧有限公司生猪养殖项
目破坏草原生态环境问题。为此，督察组于
2018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专程开展现
场检查，发现群众举报属实，当地党委和政
府及有关部门不作为、乱作为问题突出。

洮南市是白城市下辖的县级市，位于
吉林省西北部，地处松嫩平原西南部。
2014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显示，牧草
地2.1万公顷。吉林雏鹰农牧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雏鹰公司）年出栏 400 万头生猪一
体化项目是洮南市招商引资重点项目之
一，计划使用草原10000公顷，规划建设养
殖小区 86 个，2013 年 9 月开始建设，并于
2014年陆续建成，目前已投入使用26个，
存栏生猪53万头，占用草原近10万亩。

自2016年以来，陆续有群众向地方相
关部门反映雏鹰公司生猪养殖场环境污染
问题。2017 年 8 月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期
间，督察组收到多起关于该公司环境污染
问题的投诉，2018年6月吉林省级环境保
护督察期间又收到 10 余起群众投诉。白
城市对外公布的调查情况认为群众投诉属
实，但同时认为该养殖场各项污染物均达
标排放。

督察组发现，在雏鹰公司生猪一体化
项目申报审批过程中，肆意拆分、化整为
零，降低审批层级，意图规避监管。洮南市
发展改革、国土资源、环境保护、畜牧业管
理等多个部门揣着明白装糊涂，在项目把
关过程中顺水推舟，对分拆项目予以备案
或审批。

督察组还发现，雏鹰公司养殖场距离
周边居民区最近距离约 500 米。项目自
2015年陆续建成投产以来，不断有群众投
诉养殖粪污气味大，焚烧病死猪恶臭气味难
闻，在草原上乱排粪污废水污染地下水等问
题，污染十分突出，附近群众苦不堪言。

督察组指出，白城市党委和政府对群
众反复举报的雏鹰公司生态破坏问题未能
引起足够重视，对查办情况不检查、不督
促，重发展、轻保护。洮南市党委和政府草
原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淡薄，对群众举报问
题敷衍应付。洮南市畜牧、发展改革、国土
资源、环境保护等部门在备案审批中任意
而为，存在乱作为问题。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记者丁静）
记者14日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为维护绿
色出行环境，加强共享单车治理，北京从
13 日开始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共享单车专
项治理行动，整治无序停放、违规投放、废
弃车辆。

此次专项行动将在城市公共区域开
展，重点是共享单车骑行量较大且问题较
集中的区域。如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二、
三、四环城市环路及其辅路沿线，轨道交通
车站、公交车站及周边道路，重点旅游景区
和商圈等。

清理工作以企业自主清理为主。相关
部门将责成相关企业回收占用城市公共空
间的破损、废弃车辆，清理在人行道、车行
道上停放且影响正常通行的车辆，清理在
桥下空间、道路隔离带等区域散落的车辆，
清理退市企业遗留车辆和违规投放的共享
电动自行车等。

对未响应的企业，相关部门将进行约
谈并责令限期整改，逾期未整改的企业将
被依法进行惩处。对存在违规投放现象的
企业，由北京市交通委联合相关部门进行
约谈并限期整改。对逾期未改正的企业，
采取公开通报、处罚并核减总量规模的形
式进行惩处。

中央环保督察组曝光

吉林白城万顷草原破坏严重吉林白城万顷草原破坏严重

北京清理北京清理““僵尸僵尸””共享单车共享单车

新华社北京 5月 14 日电 （记者侯晓
晨）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4日驳斥美方有关
中美经贸磋商言论说，立场倒退、违背承诺
的帽子绝对扣不到中方头上。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
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特称，在中美两国
经贸磋商已完成95%的情况下，中方却收回
了部分承诺。有评论称，美方言下之意是中
方立场倒退，导致磋商出现了挫折。请问中
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磋商本身是讨论的过程，在讨
论过程中，双方存在分歧、有不同意见完全
正常。正因为存在分歧，所以才要继续磋
商。在磋商尚未结束、协议尚未达成的情况
下，何来违背承诺之说？

“纵观十一轮中美经贸磋商，究竟是谁
在出尔反尔，谁在反复无常，大家查一查过
往的新闻就会看得清清楚楚。”耿爽说，去
年5月，中美双方就经贸问题达成共识，在
华盛顿发表联合声明。但几天之后，美方就
违背了双方共识。去年12月，中美双方就
中方对美贸易采购数字达成共识，但美方却
在此后的磋商中肆意抬高要价。“所以，立
场倒退、违背承诺的帽子绝对扣不到中方头
上。”

耿爽表示，达成协议需要双方共同努

力。中方一贯重信守诺，在磋商中展现出了
最大的诚意和善意。希望美方能与中方相向
而行，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诚信守诺的
基础上，争取达成一个互利双赢的协议。

耿爽 14 日驳斥美方有关言论时说，中
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世界各国企业最为青睐
的投资目的地之一。中国的营商环境好不
好，外国企业包括美国企业已经用行动表明
了态度。

有记者问：据报道，美方称，如果中美
不达成协议，中国将受到很严重的损害，因
为外国企业将被迫离开中国前往其他国家。
中方是否认同美方说法？是否对此感到担
忧？

“美方大可不必为中国的事操心。”耿爽
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
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外商在华
投资营商环境持续得到改善，中国已经连续
多年成为世界各国企业最为青睐的投资目的
地之一。

他列举了一些数据：世界银行 2019 年
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营商环境排名大幅
提升32位。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2019年中
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显示，将近80%的受访
企业表示，中国投资环境正在改善或保持不
变；62%的企业视中国为全球投资的首要或

前三大投资目的地。根据中方有关部门统
计，2018年中国新设外资企业超过6万家，
增长69.8%。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一年美方
不断威胁对华产品加征关税的情况下，去年
9月，美国最大的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公司
依然决定在华建设大型独资石化项目。今年
1月，美国公司特斯拉首家海外工厂也在上
海正式开工建设。”耿爽说。

耿爽说，企业选择在哪个国家投资营
商，选择谁作为合作伙伴，自然会根据自身
利益和市场原则作出商业决定，不是什么人
一两句话就能左右的。中国的营商环境好不
好，在中国能不能赚到钱，外国企业包括美
国企业已经用行动表明了态度。

耿爽表示，中国欢迎外国企业加大对华
投资，将继续努力为外国投资者营造更加稳
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投资营商环境。
中国将采取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举措，促进
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外资
市场准入，增加商品和服务进口，重视对外
开放政策贯彻落实。

“相信这必将为世界各国企业在华投资
经商提供新的机遇，也必将为维护自由贸易
体制、推动世界贸易增长作出新的贡献。”
他说。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记者于佳欣）
继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关税
后，美方又扬言将启动对剩下3250亿美元商
品加征关税。关税大棒损人害己，连日来，
美升级关税的行为遭到了在华相关欧美商协
会的反对。

“中国欧盟商会已经有四分之一的成员
企业对美出口受到了这些荒谬关税的影
响。”中国欧盟商会主席马茨·哈博恩日前
在北京接受采访时说。

他进一步指出，事实将证明，将税率
推高至 25%将对这些公司造成极其严重的
损害，其附带损害甚至将波及全球。

在美方启动对华2000亿美元商品关税
升级的当天，中国美国商会在其官网发表
声明，称商会已经注意到美方升级关税以
及中方表示将反制的消息，商会对由此带
来的风险升级表示担忧和失望。

声明还称，中国美国商会非常支持双方
为达成协议付出的努力，将继续致力于帮助
双方寻找一个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以满足中
美两国和美国商界在关键领域的需求。

对于加征关税的反对声音也出现在美
国境内的商协会中。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日前发表声明表示，贸易磋商要继续，双
方要努力弥合分歧，特别是要停止继续加
征关税。

“希望在损失更多就业岗位之前，双方
团队能够尽快达成一个实质性协议。”该声

明说。
此前，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信息技

术产业协会、化学委员会、大豆协会等众多
行业协会也纷纷发表声明，反对美政府对华
升级关税措施，指出突然上调关税只会惩罚

美国农民、企业和消费者。代表美国150多
家贸易协会的一个游说组织发表声明指出，
近期估算显示，将关税上调至25%会损害近
100万个美国就业岗位，并加大金融市场动
荡。

（上接A01版）

有记者问：连日来，美方多次威胁将
对价值约 3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
关税，又称将于 6 月 17 日就此举行听证
会。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中方一再表示，加征关税解决不了
任何问题，发起贸易战只会损人害己。”
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对于贸易战，
中国不想打、不愿打，但也绝不怕打。如
果有人打到家门口，我们必然会奉陪到
底。”

耿爽说，中方从来不会屈从于任何外
部压力，我们有决心、有能力捍卫自身合
法正当权益。

他回顾了去年以来中方对美方有关言
行的反应：

——去年 4 月，美方首次宣布对中国
输美产品加征关税，中方在第一时间作出
强有力的回应。此后，美方又不断发出新
的威胁，几次正式实施加征关税措施，中
方都立即予以坚决反制。

——上周，美方威胁要将对中国 2000
亿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的税率由 10%上调至
25%，引起国际社会一片哗然和金融市场
剧烈反应。当时中方说，美方的这种威胁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中方的立场态度十分
明确，美方也很清楚。同时，我们还呼吁
美方改弦更张，与中方相向而行，争取达
成互利双赢的协议。对中方的这种冷静淡
定和建设性姿态，国际社会普遍给予高度
赞赏。

—— 此 后 ， 中 方 团 队 依 然 赴 美 磋
商，以负责任的举动展现出推动解决分

歧的最大诚意。但美方有些人似乎对形
势产生了误判，低估了中方捍卫自身权
益的决心和意志，继续混淆视听，一味
漫天要价。对此中方当然要明确拒绝，
坚决反对。

——5 月 10 日，美方正式宣布对 2000
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 25%关税。13 日，
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宣布中方的
相关举措。这体现了中方捍卫多边贸易
体制、捍卫自身合法权益的决心和意志。

“对于美方的反复无常和极限施压，
中 方 始 终 保 持 冷 静 和 淡 定 。” 耿 爽 说 ，

“我们奉劝美方看一看国际社会的反应，
听一听各界人士的呼声，算一算自身利
益的得失，早日认清形势，回归正轨，
同中方相向而行，争取在相互尊重的基
础上达成一个互利双赢的协议。”

外交部发言人谈中美经贸磋商
立场倒退、违背承诺的帽子绝对扣不到中方头上

外交部：希望美方早日认清形势

美加征关税遭在华相关欧美商协会反对美加征关税遭在华相关欧美商协会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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