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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经桃源县政府采购主管部门审核，桃源县 10个乡镇污

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 PPP 项目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
采购人为桃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现予以公告。具体详情
请关注常德市政府采购网 (http://changd.ccgp-hunan.
gov.cn)和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changde.
gov.cn)。

湖南创迪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0年5月6日

“莫说话，要开庭了。”近日，桑植县官地坪镇金山坪村部
巡回法庭开庭，刚进入庭审程序，旁听席顿时安静下来。

“这是案发地，也是猎杀野生动物的多发地。”此次公开庭
审一起备受关注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审判长由桑
植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覃恩赐担任。

2019年下半年，桑植森林公安部门在侦查一起非法猎捕
野生黑熊案件时发现该涉案线索。2017年11月，被告人向某
某在金山坪村猎杀斑羚1只，并在其家中查获疑似猪獾死体1
只、大王蛇1条、捕兽夹3个、毛皮一块。在被告人取保候审期
间，因琐事与他人发生争执，造成他人轻伤二级。

庭审过程中，公诉方和辩护人围绕证据，进行多轮激烈辩
论，审判长围绕争议焦点对双方进行询问。

在近90分钟的庭审中，法庭当庭宣判被告人向某某犯非
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及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
判决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等。

“第一次零距离感受庭审，思想受到了强烈震撼。”金山坪
村主任刘海燕说，以案释法的巡回审判给村民们上了生动的
一课，今后将加大法制宣传，让法律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2019年以来，桑植法院依法审结非法猎捕濒危野生动物等
涉野生动物环资案件15件，执行生态环境修复案件2件，严惩非
法猎捕违法犯罪行为，有效宣传了生态保护理念。（蒋晓莉）

巡回法庭进村头
该机构不慎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遗失，

特声明作废，现予以公告。

遗失声明

机构编码：B0192S243010079

许可证流水号：00565580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

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14年10月13日

住 所：湖南省长沙县漓湘中路5号时

代星城4栋101号

发证日期：2014年10月14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湖南监管局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时代星城社区支行

经澧县政府采购主管部门审核，澧县公安局“雪亮”街
巷建设工程系统服务采购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采购人为
澧县公安局，预算金额528.7215万元，现予以公告。具体详
情请关注常德市政府采购网（http://changd.ccgp-hunan.
gov.cn/f）或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changde.
gov.cn）。

常德市伟恒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2020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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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和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
加大稳企业保就业力度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5月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
会议，听取支持复工复产和助企纾困政
策措施落实情况汇报，推出和进一步完
善相关政策，加大稳企业保就业力度。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
署，各地各部门围绕推进复工复产和助
企纾困，精准有力及时推出8个方面90
项政策措施。主要包括：加大对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的增值税减免；对受疫情
影响较大的交通运输、餐饮、旅游等行业
企业，亏损结转年限由5年延长至8年；
减免各类企业缴纳的养老、失业、工伤三
项社保费上半年达6000亿元，实施失业
保险稳岗返还政策惠及8400多万职工；
免收收费公路通行费1400多亿元，降低

电价气价上半年为企业减负670亿元。
实施降准释放1.75万亿元资金；通过专
项再贷款再贴现、激励国有大型银行发
放普惠小微贷款、增加政策性银行专项
信贷额度等，为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提供低成本贷款2.85万亿
元；对110多万户中小微企业超过1万亿
元贷款本息办理延期还本或付息。加大
对春耕生产、畜牧业发展等支持力度。上
述举措的积极成效正在显现，复工复产
正逐步达到正常水平，企业困难得到一
定缓解，经济社会运行逐步趋于正常。

会议强调，要把做好“六保”作为“六
稳”工作的着力点，稳住经济基本盘。进
一步落实落细已出台的支持企业特别是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发展各项政

策，让企业得到更多实惠，稳定就业岗
位，减轻疫情对农民工在内的劳动者就
业和收入的影响，保障基本民生。实施扩
大内需战略，多措并举促进消费回升。围
绕疫情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和经济社会
发展短板领域，加快推进国家规划已明
确的重大工程建设，用好已下达的中央
预算内投资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尽快形
成实物工作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抓紧
修订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破除民营企业
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准入障碍，带动扩大
社会有效投资。完善对外贸易政策，加快
修订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和鼓励外商投资
产业目录，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限制。

会议要求，要根据形势变化和企业
诉求，及时推出和完善相关政策。一是针

对目前疫情尚未过去的情况，允许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延缓缴纳所得税，延
长支持疫情防控保供相关税费政策实施
期限。对纳税人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
生活服务及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
递收派服务取得的收入，延长免征增值
税时间。更大力度帮助企业渡难关。二是
在年初已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1.29万
亿元基础上，再按程序提前下达1万亿
元专项债新增限额，力争5月底发行完
毕。三是强化稳企业保就业的金融支持
措施。对保持就业岗位基本稳定的企业
尤其是中小微企业，适当延长延期还本
付息政策，支持其多渠道融资，并创设政
策工具支持银行更多发放信用贷款。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钟声

如今病毒肆虐、疫情汹涌，
美国一些政客玩起了“政治讹
诈”的把戏。世界卫生组织向全
球通报疫情后，美国一些政客
一边幸灾乐祸，一边自以为是，
拍胸脯、做保证，“一切没问题”

“全在控制之中”。2月底，世卫
组织总干事意有所指地警告

“任何国家如果认为新冠病毒
不会出现在自家门前，那将是
一个致命的错误”，而美国一些
政客却大谈“症状非常轻”“可
以自愈”“会奇迹般消失”。实行
不检测政策出来了，疾控中心

“不公布”规定出台了，政策难
协同，资金批不下，执行没有
人，病人没地治——许多人十
分不解，明明拥有全球最强大
的医疗卫生系统，也有充分的
时间做好应对准备，为何却导
致疫情大暴发的局面，付出病
例超百万、死亡超7万的惨重代
价？让人感到十分痛惜。

美国政府应对不力，引发
了众怒。于是，为了诿过推责，
美国政客抛出了“中国隐瞒了
疫情”“病毒出自中国武汉的一
个实验室”一个又一个谣言，大
肆鼓噪向中国“追责索赔”，各
色人等彼此唱和，走马灯似地
登台表演。证据何在？语焉不
详！不光“甩锅”中国，他们还加
大对世卫组织施压，诬称“偏袒
中国”，不但暂停拨款，还威胁
要审查世卫组织。这番大变活
人般的政治操弄，自以为可以
瞒天过海，事实上，明眼人不难看穿，这
不过是栽赃陷害、嫁祸于人的把戏。以
这样拙劣的手法还想欺世盗名，是在侮
辱国际社会的智商。

对美国一些政客赤裸裸的讹诈，国
际上有太多人看不下去了，纷纷发声戳
穿这种自导自演的蹩脚的闹剧。3月17
日，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多国学者
组成的国际研究团队在科学杂志《自然·
医学》发表文章称，导致全球大流行的
新冠病毒是自然进化的产物，该文采用
的证据分析表明，新冠病毒“不是在实
验室中构建的，也不是有目的性的人为

操控的病毒”。世卫组织 5 月 1
日指出，基于各方专家意见，

“我们确认新冠病毒源自自然
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
斯分校流行病学专家乔娜·马
泽特，曾对武汉病毒研究所人
员进行培训并参与合作，她认
为，新冠病毒的传播极不可能
是源自实验室泄漏，并从实验
室样品与新冠病毒不匹配、新
冠病毒是人畜共患疾病中暴发
的最新一种病毒、实验室执行
严格的安全协议、普通人比研
究人员更容易接触感染活体病
毒四个方面进行论证。这些基
于事实与科学的结论，绝不是
四处鼓唇摇舌的美国一些政客
能够否认的！

而“追责”的论调则更为荒
唐，纯属一种“政治讹诈”。中国
率先向世界报告疫情、举国抗
击病毒、防控成效显著、助力全
球抗疫，何责之有？！中国同世
卫组织紧密地合作，中国的防
控做法、诊疗方案为世界各国
所借鉴，中国向16个国家派出
15 批医疗专家组，中国加班加
点生产防疫物资向世界供应，
何责之有？！恰恰相反，是美国
一些政客的狂妄自大拖了全球
抗疫后腿，是美国一些政客兴风
作浪破坏了团结协作的全球抗
疫大局！按照美国一些政客的逻
辑，真要追责索赔的话，国际社
会该向美国追责索赔的事情真
是太多了——且不说西班牙流
感、艾滋病等疫情，2008年国际
金融危机导致无数企业倒闭和

个人破产，美国历年对外用兵、造成数以
百万计无辜平民伤亡和无数财产损失，
这才是全世界最该追责索赔的！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奉劝美国那些
政客，还是多干一些正事为好，疫情当
前最需要的是全力以赴防控疫情、争分
夺秒救治患者，少一些诿过推责的谎
言、少一些敲诈勒索的讹诈。否则，不仅
过诿不了、责推不掉，而且这种赤裸裸
的“政治讹诈”将成为人类抗疫史上的
一幕丑剧。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载5月7日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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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6日，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伍在珠峰大本营举行出发仪式。30
多名队员从海拔5200米的大本营向更高海拔出发，开启珠峰冲顶测量。如果
成功，这将是我国专业测绘人员首次登顶珠峰测高。

图为当日，登山队员们离开珠峰大本营，向更高海拔进发。 新华社发

“雅思”组合隔网交锋
陈雨菲输掉“性别大战”

国羽交流赛：

据新华社成都5月6日电 正在四
川双流国家羽毛球训练基地集训的中
国羽毛球队6日与四川队举行交流赛，
混双“雅思”组合拆档，郑思维带领小将
张殊贤2比1战胜王懿律/黄雅琼；国羽
女单“一姐”陈雨菲则在男女对抗赛中
1比2不敌四川队男单选手刘泽庆。

受疫情影响，世界羽联暂停了8月
前的所有国际赛事。为了展示集训成果，
更好地备战东京奥运会，国羽决定与四
川队举行交流赛，通过线上平台进行直
播。郑思维、黄雅琼、陈雨菲、石宇奇等国
手轮番登场，对阵时若性别相同国家队
让3分，性别不同则男选手让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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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亿人次出
游、消费潜能释
放、“云端”消费
激增……刚结束
的“五一”假期，
各类消费如同
回升的气温逐
渐“热”起来。

这是我国
进入常态化疫
情防控阶段后
的第一个小长
假。在这个特殊
的假期里，人气
回 暖 、消 费 复
苏，文旅市场运
行安全有序，线
上线下活动精
彩纷呈。同时，
预约参观、限量
游览、公筷公勺
等文明健康新
风尚已渐入人
心。

“冰封”热情释放
行 业 有 序 恢 复11..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
好，人们一度被“冰封”的旅游热
情在这个加长版假期重新释放。

在北京，“五一”假期旅游接待总
人数463.3万人次、旅游总收入41.8
亿元，分别恢复到去年同期的55%、
36%；在上海，“五一”假期旅游接待总
人数707万人次，拉动消费95亿元；在
广东，“五一”假期累计接待游客1861.5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03.6亿元。

与往年长假期间人山人海的
“扎堆游”不同，今年各地把安全
放在首位，扎实做好景区有序开
放、有效防控。

杭州所有4A级以上收费景区
景点推行网上预约制度，每天接受
最大承载量30%的游客入园。记者
在西湖景区部分收费景点看到，游
客提前预约无须现场排队买票，凭
身份证和健康码即可快速通过。

伴随着人气回升，受疫情影响较
大的文旅业开始回暖复苏。文化和旅
游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国内
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共计接待国
内游客1.15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
收入475.6亿元。

人流量的恢复给受疫情影响
较严重的餐饮等行业带来了信
心。记者5日晚从商务部获悉，5月
1日到4日，重点监测零售企业日
均销售额比节前一周日均销售额
增长30.1%。

“云”端消费激增
消费业态求新求变22..

把沙滩海浪“搬”到手机屏幕
上，通过网红直播形式邀请游客
参与各种游玩项目体验……浙江
舟山朱家尖景区推出的“云旅游”
新玩法，首次直播期间便在线吸
引近5万网民观看。

“这种‘旅游带货’不仅满足了线
上网民的需求，还带来流量变现的新
商业模式。”浙江舟山旅游集团朱家
尖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郑波说。

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在
线旅游、购物、娱乐等“云”端消费
兴起，形成新的增长点。阿里巴巴
数据显示，上海市4日晚启动的大
规模商业促销活动“五五购物
节”，天猫上海商品 1 分钟便成交
破亿元；菜鸟数据显示，“五一”假
期前3天，全国产生的物流订单量
同比增加45%。

“五一”假期，沪上已开放的
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等分别接
待观众3.66万人次、9.68万人次、

3万人次。同时，各大博物馆、美术
馆、主要文化场所推出“云展览”
和 线 上 活 动 200 余 个 ，浏 览 量
101.3 万次，引导市民云上看好
戏、听好课、观大展、逛集市、赏春
光。

线下人气旺，线上也精彩。
“云”正成为上海文旅消费新增长
点，市民游客在假日期间乐享线
上线下商旅文融合新体验。

“疫情期间，‘宅’经济活跃发
展，各类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
给经济发展带来全新的增长点。”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王蕴表示，新消费业态离
不开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
新技术的支撑，随着5G网络等新
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发
展、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不
断深入，新业态发展将带来新的
增长极，进一步释放蛰伏的消费
潜能。

“预约游”成新风尚
健康文明树新风33..

戴口罩、测体温、预约参观、
限量游览……由于疫情原因，这
个“五一”假期注定与以往不同。
手机里，人们多了一个健康“绿
码”；餐桌上，公筷公勺成为新“标
配”，许多文明健康新风尚已蔚然
成风。

无预约，不旅游。“五一”假期
前全国多地文旅部门发布的“游
玩攻略”中有共同的一条——景
区门票预约制度，成为这个假期
显著的特点。

“未来北京将总结‘五一’假
期旅游工作经验，将‘限量、预约、
错峰、疏导’作为对景区常态化、
长效化的治理要求。”北京市文化
和旅游局一级巡视员周卫民说。

每一副餐具边都增加了一双竹
制公筷，公筷顶部不仅标注有“公
筷”二字，还印上了“德润大慈岩”的
地域文化品牌，在颜色和材质上也
与客人个人使用的黑色塑料筷子有
所分别。“五一”期间，浙江建德大慈
岩镇新叶古村，“80后”叶云琪在经
营的农家乐里添置了公筷。

据了解，“五一”期间建德市
文明办向全市38家餐饮单位累计
发放了2000副公筷公勺，受到了
商家和食客的好评。

每桌都备有免洗消毒洗手液
和消毒湿巾，所有员工佩戴防护
帽、一次性手套和口罩上岗，每次
客人离开后用酒精消毒，给下一桌
用餐的客人提供安全的环境……
这些卫生方面的防护细节，正成
为每家餐馆的新“标配”。

比起室内的文明用餐，户外
用餐别有一番风味。中午时分，记
者在深圳大梅沙海滨公园看到，
不少游客分散用餐。王女士在沙
滩上撑起遮阳伞，取出准备好的
食物，一家五口开始了一场别有
风味的海边野餐，“既能摘下口罩
安心食用，又能享受美好的自然
风光。”

“‘小公筷’是‘大文明’的象
征。”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旅游与地
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丁说，疫情倒逼
人们出行习惯从一双公筷开始转
变，让公筷公勺成为每张餐桌的“标
配”，预约游览不扎堆，垃圾不乱扔，
人人养成健康、文明、卫生的生活方
式，用实际行动弘扬文明新风。

（据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5月5日，人们在西宁市人民公园内游玩。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