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雾霾的空气中含有平
均60多种耐药基因？ 我们将因
此失去“可最后求助的抗生
素”？哥德堡大学教授一项研究
近期引发公众关注。专家指出，
抗生素耐药元凶并非雾霾。为
了明天不至于无药可用， 关键
要严格管控抗生素的滥用。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孙
宗科博士表示， 细菌耐药与雾
霾无关。雾霾不产生耐药基因，
雾霾与耐药菌无必然的因果联
系。 细菌耐药性的获得是由于
进化选择和抗生素等诱导选择
引起，并非由雾霾引起。

■据新华社

11月28日，游客在三亚大东海景区游玩。海南省三亚市近日出台
旅游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将重点推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力
争到2020年初步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旅游度假胜地。 新华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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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儒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
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
10年 7月 26日核发的工商营业
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019300
0029480， 遗失由长沙市高新区
国家税务局核发的税控 IC 卡:
530008232921，声明作废。

父亲是山西果农， 种植十几亩苹果
园，喜获丰收却滞销，我为此来长沙
销售苹果，苹果脆、甜、水分大，真正
不打蜡、不打药，每箱 20斤，65元（大
果），55 元（小果），可送货上门，量大
从优。 18134980657微信同号

十万苹果找买家

遗失声明
湖南众东大酒店有限公司遗失
增值税普通发票 4份,发票代码
4300163320,发票号码 0991102
9、09911030、09911031、099
1103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茂康食品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心分局
于 2016 年 11 月 14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30103MA4L7CKM1C，声明作废。

有足以保证本项目所需投入的
资金； 5、 竞买人须是从事文化
旅游项目开发和经营的专业公
司， 其实际控制人具有从事旅
游开发和经营旅游行业经验，
且实际控制人集团内曾拥有 5A
级景区以上的经营管理实体及
经验， 且至少拥有一个国家级
旅游策划或管理的荣誉称号；
6、竞买人接受、认可《合作协
议》 模板中甲方提出的关于投
资要求、工程进度、项目效果、
收益分配等硬性要求。 7、竞买
人有切实可行的开发方案。
三、竞买人应以转账方式（不接
受现金缴存） 从一个账户将湘
潭昭山风景名胜区特许经营权
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200 万元在
2016 年 12 月 26 日下午 16 时
前（以到账时间为准）缴至湘潭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指定账
户。 凭有效证件并带好相关资
料到湘潭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并交纳竞买
保证金后方可取得竞买资格，
并领取竞买文件， 逾期不予办
理。 竞买人在竞买成交后按《合
作协议》模板条款要求结清价款，办
理相关手续并签订合作协议。
四、业务咨询电话
彭先生（昭山示范区）：13875262345
陈女士（交易中心）：13873268184

湘潭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6年 11月 29日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
湘潭市委、市政府批准，市人大
常委会议审议， 同意将昭山风
景名胜区 50 年特许经营权上
市交易。 我中心受昭山示范区
管理委员会的委托，定于 2016
年 12 月 27 日下午 15:00 时在
湘潭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依法
依规以网络竞价方式公开转让
昭山风景名胜区特许经营权，
现公告如下： 一、 项目基本情
况：湘潭昭山风景名胜区（核心
景区） 特许经营权范围约 1080
亩（不包含昭山古寺、观音庙）。
计划以昭山风景名胜区为依
托，建成集旅游、休闲、文化、风
情、创意为一体的特色景区（具
体建设内容以通过评审的修建
性详细规划为准），以推动昭山
旅游业的发展。 项目特许经营
权为 50年，竞买起始价为 2000
万元，竞买保证金为 200 万元，
项目建设期为三年（自签订特
许经营权协议起）。
二、竞买资格。 1、竞买人具有独
立的法人资格， 营业执照经年
检合格有效； 其企业经营范围
必须涵盖本次投标范围内所有
经营项目；2、 竞买人没有缴纳
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不良记
录；3、 竞买人在经营活动中没
有重大违法记录；4、 竞买人具
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
务会计制度， 企业实际控制人
具有良好的银行资信。 企业拥

湘潭昭山风景名胜区
特许经营权转让公告

遗失声明
长沙鸿闻财务咨询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
局于 2014年 11月 17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
10200024376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龙山县颜世勇烟花爆竹零售店
遗失龙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
12 年 2 月 3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433130600086
41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浏阳市永安镇柴灶鱼餐馆遗失
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发
票代码：4300162320，发票
号码：0771779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华盛建设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遗失普通发票 7 份，发
票代码 4300163320，发票号码
02632891-0263289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泽领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望城分局 2013年 6月 18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
22000042423（2-2)S，声明作废。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9 日上午 9 时在本公司公开
拍卖旧机动车 3 台 : (1)湘 F5R
080 宝骏牌 LZW7151ABF 小
轿车 ; (2)金杯牌 SY6513X5S1
BH 轻型客车 (未上牌 ); (3)江
铃牌 JX1020TS3 轻型载货汽
车(无牌无手续)。

标的展示:12月 1日-7日于
委托人停车场。

意向人请于 12月 7日 16时
前按 0.5 万元／辆预交竞买保
证金，并持有效身份证明及保
证金银行回执到本公司办理报
名手续。
电话:0730-8675888(办)8215160
(工商监督)15073078888(元)
地址:岳阳市城管支队 5楼(炮台山)

岳阳创益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 11月 29日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蓝天大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遗失长沙市望城区质
量技术监督局 2015 年 7 月 3 日核
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代
码号：56594354-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添乐足浴馆遗失
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望城
分局 2014 年 8 月 27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1226
00198296，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左中右电动汽车服务（长沙）
有限公司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
发票 3 份，发票代码 430016
3320，发票号码 02669023；发
票代码 4300162320，发票号
码 00065763、0006576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紫馨香宾馆遗失
已作废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2
份，发票代码 4300163320，号
码 05569370、0556938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美顺办公家具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编号 430301020
26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韶蔻服装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湖南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
打发票，发票代码：14300151
0128，发票号码 01452647，金
额 1000 元，发票号码：014526
48，金额：1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盛格服饰有限公司遗失湖
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份，发票
代码：4300163320，发票号
码：1630127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家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
心区分局 2016年 9月 26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91
43010372251517XT，声明作废。

长沙仲裁委员会公告
肖蕴其、袁清华、肖红艳：
本会受理的 2015 长仲字第 537
号申请人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银德支行与你之间的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作出裁决。 现依
法向你们送达 2015 年长仲裁字
第 537号裁决书。请你们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会领
取，逾期即视为送达。本会地址：
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80 号顺天
国际财富中心 20层。
联系电话：0731-84898620。

遗失声明
湖南中广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于
2016年 5月 16日不慎遗失公章
一枚，现声明此前公章作废。

沃睿资本
资金直投（房地产、矿产、电
站、农牧业、制造业、在扩建
工程等）。 高薪聘商务代理
15395027039徐经理
邮箱:3048947928@qq.com

四川豪丰恒利公司
由多家金融机构、民间投资公
司组建。 资金雄厚，为企业和
个人提供资金支持，手续简单，
审批快，无费用。 028-68803888

永发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653588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招司机搬运工

财运来搬家行业 诚信单位
85594898

便民 搬家●

公告声明

招商、理财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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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8446480113875895159洽谈
微信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 微信办理

大额资金 项目直投
★企业及个人融资借款（房地
产、工程、矿业、能源、种养
殖业等优质项目）。 ★200 万
起投，手续简便，利率低，代缴
工程保证金、土地出让金。
028-66000068

为企业、个人提供大额资金支持，
地产、矿山、农牧林业、生产
企业等。 轻松解决资金难题

鑫合财富大额直投

详询：400-837-8677

遗失声明
湖南船山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财务专用章以及罗俊杰
法人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潜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
失通用机打发票 100 份，发票
代码 000003200201，发票号码：
22987101-229872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胡花兰不慎遗失湖南省国家税
务局通用机打发票 50份，发票
代码 143001610128，号码是：
32898001--3289805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公安部28日发布《公共安
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
（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指
出，旅馆客房、集体宿舍以及公
共浴室、更衣室、卫生间等可能
泄露他人隐私的场所、部位，禁
止安装视频图像采集设备。

公共区域摄像头应设置醒
目标识

征求意见稿指出， 本条例
所称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
统，是指为了维护公共安全，利
用视频图像采集设备和其他相
关设备， 对涉及公共安全的区
域或者场所进行视频图像信息
采集、传输、显示、存储和处理
的系统。 社会公共区域的视频
图像采集设备， 应当设置提示
标识，标识应当醒目。社会公共
区域的视频图像采集设备的安
装位置应当与居民住宅等保持
合理距离。

征求意见稿强调， 任何单
位和个人， 不得利用公共安全
视频图像信息系统非法获取国
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或
者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等合法权
益。 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
统的建设、使用等单位，对于系
统设计方案、设备类型、安装位
置、地址码等基础信息，以及获

取的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
商业秘密的视频图像信息负有
保密义务， 对于获取的涉及公
民个人隐私的视频图像信息不
得非法泄露。

单位违法安装摄像头最高
罚10万

在保护个人信息方面，征
求意见稿还强调， 视频图像信
息用于公共传播时， 除法律另
有规定外， 应当对涉及当事人
的个体特征、 机动车号牌等隐
私信息采取保护性措施。

同时， 公共安全视频图像
信息系统的使用单位， 应当采
取授权管理、控制访问等措施，
控制对视频图像信息的查阅、
复制和传输， 保障信息不被删
除、修改和非法复制、传输。

此外， 征求意见稿还就违
法安装法律责任做出规定，在
可能泄露他人隐私的场所、部
位安装视频图像采集设备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
机关责令立即拆除； 拒不拆除
的， 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
除；单位安装的，对单位处一万
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个人
安装的， 对个人处一千元以上
五千元以下罚款。

■据新华社

我国拟加强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

可能泄露他人隐私场所禁装摄像头

到2025年， 我国将创建
1000个国家工业旅游示范
点，100个工业旅游基地，10
个工业旅游城市。

28日，在山东青岛市召开
的全国工业旅游创新大会上，
国家旅游局公布了《全国工业
旅游发展纲要（2016-2025
年）（征求意见稿）》 并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均据新华社

我国拟建1000个国
家工业旅游示范点

权威专家：抗生素耐药元凶并非雾霾

28日， 上海对差别化住
房信贷政策作以下要求：自
2016年11月29日起， 居民家
庭购买首套住房申请商业性
个人住房贷款的， 首付款比
例不低于35%。 在本市已拥
有1套住房的、或在本市无住
房但有住房贷款记录（包括商
业性或公积金住房贷款记录）
的居民家庭申请商业性个人
住房贷款， 购买普通自住房
的， 首付款比例不低于50%；
购买非普通自住房的，首付款
比例不低于70%。

上海购房首付比例
不低于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