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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仁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校园
及周边治安工作，创新校园治理方式，
构建“七级包保、三队护校、两台支撑”
的学校治安防控网。一年来，全县未
发生校园刑事治安案件。

“七级包保”，工作责任层层落实

该县出台《县级领导联系学校安
全及部门、乡镇领导负责学校安全的
工作方案》，建立县领导联系学校安全
工作制度，50 名县级领导先后到所联
系的学校督查指导校园安全工作 168
人次，学校安全成了县领导的日常工
作。还制定《校园及周边环境综合治
理责任包校到人工作方案》，公安、市
监、城管、交警、司法、检察等部门为
200所学校、幼儿园配备一名环境整治
责任人，并在校门口竖立责任人公示
牌，公示责任人姓名、职责、联系电话，
学校发现问题可以第一时间联系责任
人，学校治安环境问题能够第一时间
得到解决。

目前，全县学校、幼儿园已全面实
行一所学校一名县级领导、一名乡镇
领导、一名部门责任人、一名教育干
部、一名村（社区）干部、一名学校负责
人和一名政法干警的“七级包保”责任
制，确保全县学校治安安全管理责任
全覆盖。

“三队护校”，人防措施无缝对接

该县配备专职保安队伍，县政府
安排专项资金，为全县 200 所学校、幼
儿园配备专职保安。县公安局、县教
育局组织学校保安培训两期，培训
1000余人次。同时，建好应急巡逻队，
每个学校组建一支6至20人的应急巡
逻队。今年来，全县学校应急巡逻队
处置紧急事件2起，特别在防疫工作中
排查外来进校人员3000余人次。

安仁配强护校队伍，城镇学校全部
设立了以民警、交警为主，学校保安、教
师、家长参与的护学岗。农村教学点，
由村辅警与老师负责护学。三支护校

队伍在防护时间上、空间上、手段上、方
式上互补，增强了学校安保力量。

“两台支撑”，师生安全即时守护

安仁投入 300 万元，建好校园一
键式报警平台，在全县各学校安装一
键式可视报警器201个，在110接警中
心和 10 个派出所搭建一个总平台和
10 个分平台，公安机关接警时可第一
时间显示报警学校，公安民警可实时
看到报警地的警情，指导学校做好处
突工作，根据情况快速处置。

同时，公安民警可以通过平台对
辖区内学校同时或单独进行喊话警
示，并记录每次报警的影音数据。并
建好校园视频监控平台，投入资金
1700万元，安装校园监控摄像头 3356
个，在县教育局搭建校园视频监控平
台，在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搭建专门的
校园视频监控平台，使校园治安全天
候得到守护。
（李秉钧 张爱忠 侯建新 侯定宇）

安仁：创新校园治安方式 筑牢师生安全护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
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原国
土资源部令第 39 号）等法律法规规定，经桃源
县人民政府批准，出让人决定委托挂牌人,以网
上挂牌方式出让下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人、挂牌人
出让人：桃源县自然资源局
挂牌人：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见下表）
三、竞买资格及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竞
买，但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对竞买人另有限制，
以及有欠缴出让人土地出让价款、不履行土地
出让合同等不良记录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
织，均不得申请参加本次竞买。

竞买人可单独申请竞买，也可联合申请竞
买。

四、确定竞得人办法
本次挂牌出让按“不低于底价”和“符合要

求的出价最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五、出让时间安排
1、网上公告期间：2020 年 11 月 3 日至

2020年11月22日
2、网上下载出让文件期间：2020年11月3

日至2020年11月30日
3、网上挂牌期间：
标的1：2020年11月23日9:00至2020年

12月3日10:00
标的2：2020年11月23日9:00至2020年

12月3日10:05
标的3：2020年11月23日9:00至2020年

12月3日10:10
标的4：2020年11月23日9:00至2020年

12月3日10:15
4、网上竞买申请（报名）截止时间：2020年

11月30日16:30
5、竞买预交款项（为竞买保证金、土地预付

款和交易服务费预付款之和）到账截止时间：
2020年11月30日16:30

六、竞买申请（报名）办法
1、有意竞买者须到挂牌人信息技术部办理

数字证书 ukey （已经办理数字证书且仍在有
效期内的除外）。数字证书是竞买人参加网上
挂牌竞价的唯一标识；竞买人登录湖南省国土
资 源 网 上 交 易 系 统（http://www.hngtjy.
org/），点击“常德市”按钮，浏览、查阅和下载意
向地块出让文件，对意向地块点击“竞买申请”
按钮，网上填报《竞买申请书》，获取交易系统随
机生成的保证金账号，通过银行转账办理，按
时、足额交纳竞买预交款项，获得竞买资格。获
得竞买资格后，点击“竞买报价”按钮进行报价。

2、出让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出
让文件，该文件与本公告内容具有同等效力，竞
买人应认真阅读并依照出让文件规定执行。

3、竞买人必须保证所提供的竞买申请（报
名）资料和身份信息真实、合法、有效。

4、竞买人与竞买预交款项交款人、竞得人
须为同一市场经营主体，各项信息应完全一
致。竞买预交款项必须是从竞买人的银行账户
转入规定的银行账户。挂牌人不认可非竞买人
代交竞买预交款项的行为。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出让地块按挂牌期间的现状供地，如地
下有构筑物或管线设施等，由竞得人自行与有
关单位协商解决，并承担相关费用。

2、竞买人应自行对出让地块现状进行踏
勘。竞买人提交的竞买申请一经交易系统受
理，即视为竞买人对出让地块现状及其出让文
件均不持任何异议。竞买人对其申请和承诺承
担法律责任。

3、本公告未尽事宜按出让文件的相关规定
办理。

八、信息发布媒体：本公告同时在中国土地
市场网、《湖南日报》、《常德日报》、桃源县自然
资源局网站、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

九、联系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交易活

动的办公地点为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地
址：朗州北路与月亮大道交会处市民之家东部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湖南省自然资源厅举报电话：
0731-89991216
数字证书办理咨询电话：0736—7256317
出让人联系人：何先生
联系电话：18073688813
挂牌人联系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0736-7256332

桃源县自然资源局
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11月2日

常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常(桃)土网挂告〔2020〕20号

标的
编号

1

2

3

4

宗地
编号

桃2020-64(1)号

桃2020-64(2)号

桃2020-64(3)号

桃2020-64(4)号

宗地
位置

热市镇云盘山村

热 市 镇 云 盘 山
村、温泉村

热市镇云盘山村

热市镇温泉村、
凤鸣村

土地
面积(m2)

65403.82

5633.33

15396.59

9724.03

土地
用途

旅馆用地

旅馆用地

旅馆用地

旅馆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2.4

≤2.7

≤2.5

≤2.7

建筑密度
(%)

≤41

≤45

≤43

≤45

绿地率
(%)

≥12

≥12

≥12

≥12

出让
年限
(年)

40

40

40

40

起始价
(万元)

6300

400

1000

1100

增价
幅度

（万元）

20或20
的整数倍

10或10
的整数倍

20或20
的整数倍

20或20
的整数倍

竞买预交款项

竞买保
证金(万元)

1260

80

200

220

土地预付
款（万元）

/

/

/

/

交易服务费预
付款(万元)

38

5

11

11

2020年美国大选投票日将至，追踪竞
选花销的美国非政府组织敏感政治问题研
究中心预计，今年大选总花费最终将达
140亿美元，刷新“烧钱”纪录，是2016年
的两倍。

在美国，竞选人“烧钱”刷“存在”、力争
吸纳大笔捐款俨然成为政界“行规”。

回顾前几届大选，可谓一届比一届
“贵”。2016年大选花费大约70亿美元，而
2020年将“烧”出新热度。无党派倾向的敏感
政治问题研究中心10月28日说，截至11月
3日投票日，2020年大选总花费最终将达
140亿美元，包括竞选人、党派和外围团体投
入的资金。

140亿美元中，估计总统竞选累计投入
66亿美元，国会选举累计投入超70亿美元。
唐纳德·特朗普和乔·拜登的合计“竞选账
单”远超2016年特朗普和当时民主党总统
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合计的24亿美元。而
2004年，两党总统候选人竞选费用仅为7亿
美元。

在美国参加竞选，有钱或许不是万能，
但没钱肯定是万万不能。

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在
党内初选阶段曾“为钱所困”。她去年1月宣
布参选总统，选情一度看好，但年底宣布退
选，坦言原因之一就是筹集资金越来越难。

11月3日，除总统选举，众议院全部议席
和参议院大约三分之一议席将改选。一些议席
竞争激烈，候选人“烧钱”不手软。角逐南卡罗
来纳州联邦参议员席位的民主党人贾梅·哈里
森的竞选团队证实，第三季度仅投放电视广告
就花费3400万美元。他的对手、谋求第四个参
议员任期的共和党人林赛·格雷厄姆9月底一
天两次现身福克斯新闻频道，恳请支持者为他
捐款，称“有点扛不住”。

敏感政治问题研究中心发现，2020年竞选
接近尾声，证券和投资领域的捐款人正大举助
阵拜登。关注美国行政界人事任免事宜的民间
团体“旋转门”创始人杰夫·豪泽说，如果拜登当
选，他团队内的保守人士可能会主张对捐款超
过7000万美元的华尔街“予以回报”。

共和党“金主”同样出手大方。博彩业巨
头谢尔登·阿德尔森曾经助阵特朗普2016年
竞选总统。阿德尔森夫妇据信最近累计向一
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7500万美元，助
力特朗普竞选连任。

面对愈演愈烈的竞选“烧钱”比拼，政
治与金钱挂钩的质疑声早已鼎沸。美国政
治公益组织“公共公民”负责人阿基娜·弗
里蔡尔德先前接受记者专访时直言：“美国
民主正面临危机，民众感到被排除在民主
进程之外，整个体制对大金主产生依赖，选
举成为烧钱游戏。”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2020年美国大选遭遇“三重门”

53 岁的利安娜·帕
特曼-托马斯住在美国
大选“摇摆州”之一的艾
奥瓦州。今年以前的人
生里，她对投票从不上
心，属于民调机构所称
的“鲜少投票族”。

然而，10月的一天，
帕特曼-托马斯现身投
票点提前投票。她说，这
一次自己的“投票感迫
切”，因为“想成为解决
方案的一部分”。

今 年 是 美 国 大 选
年。新冠疫情政治化、种
族歧视系统化、党派政
治两极化这三大美国政
治社会新老问题缠绕交
织，为大选涂上难以拭
去的底色。

“我们在一条非常艰难的轨道上……方
向错误。”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成员、
被舆论称为美国“抗疫队长”的安东尼·福
奇几天前忧心慨叹。

美国新冠疫情持续肆虐，多州病例呈
现“无休止激增”态势。截至10月31日，美
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数逾 910 万，累计超
23万人死亡，均为全球最高。

作为全球经济和科技实力最强、医疗
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美国何以沦为全球疫
情重灾区？

答案或许能从美国抗疫“时间轴”里找
到线索：一些政客漠视民众生命权和健康
权，优先考虑选举政治和资本利益，忽视第
一时间收到的疫情预警，贻误遏制病毒传播
的黄金期；随着疫情加重，他们不关注加强
防疫，反而一再将疫情政治化，频频“甩锅”；
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时，他们又出于政治
经济利益考量，无视科学建议和专家警告，

放松防疫措施，导致疫情凶猛反扑……
今年大选有大量美国选民提前现身投

票点或选择邮寄投票，一大原因就是担心
11月3日选举日当天选民“扎堆”投票可能
加大病毒感染风险。

塔尼娅·沃伊恰克来自另一“摇摆州”
俄亥俄州，是共和党铁杆拥趸，但这次因政
府抗疫表现愤怒不已。她说，一些政客“戴
口罩有一搭没一搭，反复淡化疫情严重程
度，没有一点政治人物该有的样子”。

这场饱受政治操弄的公共卫生危机
中，不少老年人和儿童沦为牺牲品。养老院
成为美国新冠感染率和死亡率最高场所之
一；美国儿科学会和儿童医院协会近期联
合发布的报告显示，疫情暴发以来，美国近
80万儿童确诊感染。

面对疫情悲剧，66岁的家具销售员比
尔·贝韦茨愤懑发问：“疫情到底多严重，难
道我们无权知晓？！”

新冠疫情政治化“疫情到底多严重，难道我们无权知晓”

大选在即，宾夕法尼亚州费
城传出的枪声再次引发抗议和
骚乱，让美国社会种族歧视的顽
疾无处遁形。

几天前，两名警员与被指手
持刀具的非洲裔男子沃尔特·华
莱士当街对峙，将他射杀。死者
家人说，华莱士有精神疾病，事
发时家人拨打911电话，意在寻
求医疗急救而不是警方干预。

从濒死哀求“无法呼吸”的
乔治·弗洛伊德，到被白人警察
枪击后瘫痪的雅各布·布莱克，
再到华莱士当街遭射杀……他
们的不幸既是美国长期系统
性种族歧视的结果，也是疫情
下美国少数族裔苦难加剧的
缩影。

数据显示，超过四分之一美
国非洲裔家庭净资产为零或负
数；非洲裔在教育、工作中遭受
普遍的歧视和欺凌。由于大量非

洲裔和拉丁裔美国人从事更易
感染病毒的工作，且难以获得高
质量医疗服务，他们的新冠感染
率和死亡率均高于白人……

英国《金融时报》感叹：“没
有什么比疫情下的生与死更能
体现美国人的肤色差异。”

对密歇根州非洲裔男子奥
马里·巴克斯代尔而言，“每一
天都像一道新的伤口”。他的妹
妹 拉 妮 卡 3 月 底 感 染 新 冠 去
世，几个星期后，他开始自发组
织志愿者队伍，游说选民重视
种族歧视问题。

“多年来，我们一直说我们
已经（在反种族歧视道路上）走
了多远，但如果你看看美国的现
状，我们差不多退回到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巴克斯代尔说，“现
在抗议的原因和那时一样：为黑
人的生命寻求保护、机遇、理解
和重视。”

种族歧视系统化
“每一天都像一道新伤口”

前探员汤姆·奥康纳 10 月
为美国联邦调查局新人上课时，
专门提醒学员留意选举前后美
国国内极端分子制造袭击的威
胁。按他的说法，大选可能成为
极端分子的“触发器”。

奥康纳的担心源自政治极
化撕裂美国社会，程度之严重前
所未见。

民主、共和两党近年就各自
立场针锋相对的情况愈演愈烈。
疫情背景下，这种精英层面的极
化政治加速向社会层面传导，加
剧舆论和部分民众行为的极化。
右翼民兵团体“金刚狼守望者”
不久前密谋绑架两名民主党籍
州长，即为政治极化撕裂美国社
会的又一例证。

美国国土安全部10月初发
布报告指出，据信为美国国内极
端分子制造的暴力事件去年导
致 48 人死亡，比 1995 年以来的

任何一年都多。美国战略与国际
研究中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
月，美国国内极端分子密谋和制
造61起袭击事件。

“美国的民主制度病了，它
的免疫系统处于生命维持状
态。”美国《华盛顿邮报》一篇评
论文章指出：“美国是世界上极
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种族、意
识形态、宗教和地理特性相互强
化，加剧了党派分歧，而不是提
供替代的联系。……制度的护栏
正被侵蚀。”

选举尘埃落定后，试图找
寻“解决方案”的帕特曼-托马
斯或许依然会有不少问号：生
活何时能彻底摆脱疫情阴霾
回归正常？美国社会是会继续

“撕裂”，还是重归团结？大选
会给出一个结果，却未必能给
出答案。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党派政治两极化
“大选可能成为极端分子的触发器”

11月3日选举日临近，美国大选进
入倒计时，首都华盛顿气氛趋于紧张。
市区的商铺和重要建筑纷纷用木板加
固门窗，安保人员在白宫北侧设置了隔
离围栏，以应对大选期间可能出现的抗
议或骚乱。图为11月1日在美国华盛
顿拍摄的白宫附近的安保隔离设施。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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