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洲中央银行担心犯罪分
子过于喜爱500欧元大钞，决定
停止发行这种紫色调的钞票。

欧洲央行4日召开会议
作出上述决定，称面额500欧
元的钞票“可能助长违法活
动”。 已经流通的500欧元大
钞现阶段将仍是合法货币，
但2018年年底之后， 欧洲央
行将不再新发这种钞票。

欧洲央行说， 欧元区各
成员国央行将“无限期”接受

500欧元大钞的兑换。
500欧元大钞是面值最

大的欧元钞票，日常流通中并
不常见，在一些欧元区成员国
有时甚至被一些商户拒收。

欧洲央行一项调查发
现，56%的受访者说，从未见
过500欧元大钞。据法新社数
据， 这种钞票的张数占流通
中欧元钞票张数的3%，但占
全部欧元钞票价值的大约
28%。 ■据新华社

欧洲央行将停发500欧元大钞
理由：它是犯罪分子的最爱

快读

5日发布的《体育发展“十
三五”规划》指出，“十三五”期
间， 我国将逐步建成三级群众
健身场地设施网络， 推进建设
城市社区15分钟健身圈， 努力
实现到2020年人均体育场地
面积达到1.8平方米的目标。

“作为政府部门，我们要引
导、支持，用政府购买服务等多
种方式，给基层群众、体育组织
以帮助和支持。”国家体育总局
局长刘鹏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在健身场地设施管理建设
方面， 重点建设一批便民利民
的健身场地设施， 逐步建成县
（市、区）、街道（乡镇）、社区

（村）三级群众健身场地设施网
络， 推进建设城市社区15分钟
健身圈。全国市（地）、县（区）全
民健身活动中心覆盖率超过
70%，城市街道、乡镇健身设施
覆盖率超过80%， 行政村（社
区）健身设施全覆盖。

到2020年，新建县级全民
健身活动中心500个、 乡镇健
身设施15000个、 城市社区多
功能运动场10000个， 对损坏
和超过使用期限的室外健身器
材进行维护更新， 努力实现到
202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
到1.8平方米的目标。

■据新华社

随着美古关系改善， 美国人
到古巴旅游的热情也不断高涨。
古巴旅游部长曼努埃尔·马雷罗4
日表示，今年前几个月，访问古巴
的美国游客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
一倍。面对涌入的大批游客，古巴
眼下正忙着新建宾馆，扩建机场，
扩大接待能力。 ■据新华社

工信部5日向中国广播
电视网络有限公司颁发《基
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批
准其在全国范围内经营互联
网国内数据传送业务、 国内
通信设施服务业务。 这意味
着， 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
公司成为国内第四个基础电
信业务运营商。

“根据中国广电的申请，
这意味着它成为继移动、电
信、联通三家之后新增的提供
宽带等固定通信业务的市场
经营主体。” 北京邮电大学教
授曾剑秋说， 申请中提到的
“互联网国内数据传送业务”，
简而言之就是固网宽带。此
前，中国广电已经开始了固网
宽带运营，但由于没有取得工
信部的牌照，处于合理不合法

的状态，此次发牌实际上是让
其宽带业务合理合法化。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此
次牌照的颁发， 从长远看将
有助于打破目前三大电信运
营商对宽带接入等业务的垄
断局面， 进一步改善国内电
信市场格局。同时，根据《三
网融合推广方案》，相信工信
部给中国广电批准经营许可
的同时， 广电部门也会加快
将内容向电信基础运营商开
放。 国内电信及广电运营商
的全面竞争将开始， 百姓也
将从中受益。“比如以前看电
视、上网要分别交钱，以后可
能只交一份钱， 就能享用两
项业务。”曾剑秋说，未来，资
费将呈现下降趋势， 服务更
多样化。 ■据新华社

国务院日前印发《盐业体
制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 备受各方关注的盐业体
制改革就此拉开序幕， 方案明
确将从2017年1月1日起放开
所有盐产品价格， 同时提出完
善食盐专业化监管体制， 多措
并举确保食盐安全。

释放市场活力是此番盐业
改革的重要目标。 此番改革将
放开两个限制： 一是食盐批发
企业可自行采购食盐并开展跨
区域经营； 二是食盐定点生产
企业可以自主品牌开展跨区域
经营， 实现产销一体或委托有
批发资质的企业代理销售。

放开价格和区域限制

《方案》提出，在完善食盐
专营制度的基础上， 重点推进
四项改革： 一是改革食盐生产
批发区域限制。 取消食盐定点
生产企业只能销售给指定批发
企业的规定， 允许生产企业进
入流通和销售领域， 自主确定
生产销售数量并建立销售渠
道， 以自有品牌开展跨区域经
营，实现产销一体。取消食盐批
发企业只能在指定范围销售的
规定， 允许向食盐定点生产企
业购盐并开展跨区域经营，省
级食盐批发企业可开展跨省经
营， 省级以下食盐批发企业可
在本省（区、市）范围内开展经
营。 二是改革食盐政府定价机
制。放开食盐出厂、批发和零售
价格， 由企业根据生产经营成
本、食盐品质、市场供求状况等
因素自主确定。 三是改革工业

盐运销管理。 取消各地自行设
立的两碱工业盐备案制和准运
证制度， 取消对小工业盐及盐
产品进入市场的各类限制，放
开小工业盐及盐产品市场和价
格。四是改革食盐储备体系。建
立由政府储备和企业社会责任
储备组成的全社会食盐储备体
系， 确保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
发生时食盐和原碘的安全供
应。政府储备不低于本省（区、
市）1个月食盐消费量， 企业储
备不得低于正常情况下1个月
的平均销售量， 并鼓励企业在
最低库存基础上建立成本自担
的社会责任储备。

保障食盐供应安全

《方案》要求，要把食盐安
全作为盐业体制改革必须贯彻
的首要原则， 强化食盐专业化
监管，完善盐业法律法规体系，
从严格规范食盐生产批发企业
资质、加快信用体系建设、加强
科学补碘工作、 加强应急机制
建设和推动盐业企业做优做强
等方面， 加强食盐管理制度建
设，保障食盐供应安全。

《方案》明确，从2017年1
月1日开始，放开所有盐产品价
格，取消食盐准运证，允许现有
食盐定点生产企业进入流通销
售领域， 食盐批发企业可开展
跨区域经营。从2018年1月1日
开始， 现有食盐定点生产企业
和批发企业可依照新的规定申
请许可， 根据许可范围从事相
应的经营活动。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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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岳阳市屈原管理区五岳物业有
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
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 联系人：陈典荛
电话：13548906591

遗失声明
长沙湘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代码：
05801752-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铭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
中心支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
机构信用代码证（开户行为浦
发银行左家塘支行）、基本账
户预留银行印鉴和公章各一
枚，特此声明作废。

公告声明

遗失声明
湖南湘圆节能门窗有限公司股
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地
址：湘阴县静河乡原茶厂,联系
人:周平石,电话 13707408586

遗失声明
湖南湘通物流有限公司怀化分
公司溆浦运输代理站遗失溆浦
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1年 1 月
2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1224000007692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平江县雄胖子土菜馆钟威武遗
失地税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0626198002290017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根据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协
助执行通知书(2014)芙执字第
1547-3 号,现将刘伟兰持有的
坐落在岳麓区麓谷大道编号为
长国用(2011)第 038606号的国
有土地使用证作废，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永顺县凤栖水利水电开发有限
公司遗失由永顺县工商局 2014
年 12 月 25 日核发的注册号码
为：433127000011044的营业执
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安仁县德望油茶苗木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正本，
税号 43102859759281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德宏志达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5100141236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华龙第二幼稚园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爱微姿商贸有限公司拟向
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公司已成
立清算小组，请有关债权人于
45 日内来公司办理相关事项。
联系人：黄倩，电话 15399757575

声 明
湖南零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决
定公章及财务专用章作废处理。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
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瑞易安五金制品
厂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
5510010702101；遗失地税税
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207001
97008157159，声明作废。

国务院印发《盐业体制改革方案》

取消区域限制，盐企可自主定价

《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
推进建设城市社区15分钟健身圈

外国游客涌入
古巴忙建宾馆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杰
瑞·布朗4日签署法案， 将该州法
定购烟年龄从18岁提升至21岁。
新法案将从6月9日起正式生效，
旨在避免青少年吸烟成瘾。 美国
医学研究院报告称，90%的“老烟
枪”19岁前就开始吸烟。法案起草
者埃德·埃尔南德斯希望美国更
多州能够效仿加州， 调整购烟年
龄。英国《卫报》说，夏威夷州是美
国第一个上调法定购烟年龄至21
岁的州。

目前，美国已经有100多个城
市提高法定购烟年龄， 包括纽约
和芝加哥等。 ■据新华社

美国加州禁止
未满21岁的人买烟

中国广电成第四大电信运营商

5月5日， 嘉陵江重庆
段千厮门大桥附近河床大
面积裸露。当日，受三峡水
库加大下泻流量影响，长
江重庆段和嘉陵江重庆段
航道变窄变浅， 河床大面
积裸露， 严重威胁船舶航
行安全。 重庆海事局提醒
过往船舶严格防范触礁、
搁浅事故发生。

新华社 图

三峡水位消落
重庆两江河露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