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朗普竞选期间在就业、税收、贸易、移民、对
外政策等方面提出如下政策主张。

【税收方面】
特朗普承诺全面减税，将联邦个人收入所得税

率由目前的七档简化为三档。随之而来的是，美国
最高联邦个人收入所得税率将从目前的 39.6％降
至 33％。此外，特朗普还提议废除遗产税。

【就业方面】
特朗普承诺把流向海外的制造业就业机会重

新带回美国，主张将最高联邦企业所得税率从目前
的 35％降至 15％，并提议对美国企业海外利润一
次性征收 10％的税，将所得税用于投资美国经济落
后的州。

他主张逐步废除现存的损害就业的监管规定，
承诺重振美国煤炭行业，大力发展石油和天然气等
传统能源，称这些举措将在未来 10 年新增 2500 万
个就业岗位。

【贸易方面】
特朗普承诺将就北美自贸协定重新进行谈判，

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将加强贸易执
法，对进行“不公平倾销和补贴”的国家征收惩罚性
关税。

【移民方面】
特朗普承诺，美国境内非法移民将不会获得合

法公民身份。凡是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以及在
其执政期间被抓获的非法入境者，都将被遣返。他
还承诺将废除奥巴马 2014年 11月颁布的有关移民
改革的行政令。该行政令旨在保护约 400 万长期
滞留在美的符合限定条件的非法移民免于被遣返。

【对外政策】
特朗普将自己的外交政策核心思想归纳为“美

国第一”，即将美国人民和美国安全的利益放在首
位。他批评伊朗核协议是不愿离开谈判桌的产物，
提出缓和美俄关系，利用经济杠杆影响他国事务，
重塑美国军事力量，研发订购最先进装备，并让美
国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费用乃至自己保护自己。

（新华社华盛顿 11月 9日电）

特朗普的主要政策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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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受法院委托，定于 2016 年 11 月 28 日 10 时在常德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按现状拍卖：临澧县新安镇常石路一栋 2层住宅
( 证 号: 新 安 01028)，建 筑 面 积 为 209.25㎡ ，评 估 价/起 拍 价
45.1292 万元，保证金 5 万元。拍卖标的咨询、展示、保证金缴
纳、竞买手续办理截止到 2016年 11月 24日 16时。竞买人应凭
付款凭证及有效证件到泓鑫桃林大厦五楼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后 方 可 取 得 竞 买 资 格 。 监 督 机 关 及 电 话 ：省 高 院 ：0731-
82206302，委托法院：0736-5822728，工商：0736-7393946。

联系电话：13707360003，0736-7251031。
详见www.rmfysszc.gov.cn、www.hnaee.com、www.cdggzy.net。

常德弘盛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11月10日

唐风采增发
非手术隐形无痕增发技术，专

业解决男女脱发、白发、秃顶及头

发稀少者的烦恼！可做寸头、前发

际、往后背头、女发、头发稀少加

密。快速恢复脱发者原有完美形

象。增发后可以随意梳洗、游泳、

打球及剧烈运动，满意后付款。

网址：WWW.tangfc.com
地址：常德市丹阳路216号
（维多利亚医院向北100米）

电话：0736—7750218

注册号：430702600411437

京源补发

地址：育才东路 202号（长怡中学
与市工商局中段）。
电话：0736—7261887
网址：WWW.Jybf888.COM

纯真发手工织发量身定制

浑然天成，犹如自身头发再生

让您远离秃顶、脱发、白发烦恼

可吹、拉、烫、染方便自如

远离染发、烫发伤害

可游泳、打球及做任何剧烈运动

头等大事当然要交给京源发业

参加央视CCTV《对话中国品牌》民族品牌企业

纯手工真人发私人量身定制

注册号：430702600136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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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县漆河镇牛场坡村三组徐彩球不慎遗失集体
土地使用证，证号：桃（漆）集用（89）字第 5688 号，声明
作废。

桃源县漆河镇牛场坡村三组徐松柏不慎遗失集体
土地使用证，证号：桃（漆）集用（89）字第 5687 号，声明
作废。

湖南省联诚建设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 核
准 号 ：J5582000341901，编 号 ：5510- 00989238，账 号 ：
18525901040009594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汉寿县支行，特声明作废。

肖金红遗失身份证一张，证号：350821199010131829，
特声明作废。

栾顺、罗琼夫妇遗失栾小茜的出生医学证明一份，
编号：430007555，特声明作废。

高 瑾 遗 失 专 业 技 术 职 务 资 格 证 书 一 本 ，编 号 ：
B04101000000000317，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清算公告
常德联合创智广告有限公司股东于 2016年 11月 8日决

定解散公司，注册号：430702000104946，并于同日成立公司
清算组。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 45日内，债权人应当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清算组联系人：王纯
清算组联系方式：18673635177

2016年11月9日

遗失公告
常德市湘勺隆餐饮配送服务有限公司遗失由常德市

柳叶湖旅游度假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2016年5月9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号：91430700MA4L480585，
特声明作废。

2016年11月9日

清算公告
桃源县桃花源郑驿花炮厂全体合伙人于 2016 年

11 月 8 日决定解散本企业，并于同日成立了清算组。
为保护本企业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 45 日内，债权人应当向本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
清算组联系方式：13875074392，联系人：胡南政。

桃源县桃花源郑驿花炮厂

2016年11月8日

解散清算公告
湖南博强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根据 2016年 11

月 3日股东会决议同意解散本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
公司清算组。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公司债权人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联系人：覃节，电话：15367757757。

湖南博强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2016年11月3日

遗失公告
石门夹山灵泉饮业有限责任公司因保管不善，

不慎遗失湖南省石门县地方税务局于 2013 年 8 月
22日核发的地税湘字 430726074998088号的税务登
记证正本，特声明作废。

石门夹山灵泉饮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11月9日

解散清算公告
常德卡迪雅婚纱摄影有限公司根据 2016年 11月

8 日股东会决议同意解散本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
司清算组。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公司债权人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联系人：严杰，电话：15273688883。

常德卡迪雅婚纱摄影有限公司

2016年11月8日

遗失公告
石门夹山灵泉饮业有限责任公司因保管不

善，不慎遗失石门县国家税务局于 2013 年 9 月 3
日核发的湘国税字 430726074998088 号的税务登
记证正本，特声明作废。

石门夹山灵泉饮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11月9日

遗失公告
常德石门世运针织有限责任公司因保管不

善，不慎遗失石门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04 年 6
月 15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430700400000329 的工
商营业执照正本，特声明作废。

常德石门世运针织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11月9日

遗失公告
石门夹山灵泉饮业有限责任公司因保管不

善，不慎遗失石门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3 年
8 月 13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430726000017135 的
工商营业执照正本，特声明作废。

石门夹山灵泉饮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11月9日

解散清算公告
常德丹辰食品有限公司股东于 2016 年 11

月 8 日决定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公司清算
组。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债权人应当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清算组联系人：陈娇
清算组联系方式：18821957800

2016年11月9日

变更公告
根据常德市新浪潮信息工程

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常德市新浪
潮信息工程有限公司拟将名称转
让给常德市朗晟信息工程有限公
司。名称转让后，常德市新浪潮信
息工程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常德
市朗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债权债
务由常德市朗丰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承继。特此公告。
常德市新浪潮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2016年11月9日

新华社北京11月 9日电 11
月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美国当
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致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作为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发达
国家、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
国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
球发展繁荣方面肩负着特殊的重
要责任，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
发展长期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
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是国
际社会普遍期待。我高度重视中
美关系，期待着同你一道努力，秉
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
共赢的原则，拓展两国在双边、地
区、全球层面各领域合作，以建设

性方式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
在新的起点上取得更大进展，更
好造福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

国家副主席李源潮致电迈克·
彭斯，祝贺他当选美国副总统。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 9日落
下帷幕，初步统计显示，共和党
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击败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
顿，当选美国第 58届总统。

特朗普 1946 年 6 月 14 日出
生于纽约，1968 年从宾夕法尼亚
大学沃顿商学院毕业后，进入其
父的房地产公司工作，并在 1971
年开始掌管公司运营。在随后
几十年间，特朗普开始建立自己

的房地产王国。
除房地产外，特朗普还将投

资范围延伸到其他行业，包括开
设赌场、高尔夫球场等。他还涉
足娱乐界，是美国真人秀《名人
学徒》等电视节目的主持人、“环
球小姐”选美大赛主席等。美国
杂志《福布斯》去年 6 月评估特朗
普的资产净值约为 45 亿美元，特
朗普则称超过 100亿美元。

特朗普在过去 20 年间分别
支持过共和党和民主党各主要
总统竞选者。2015 年 6 月，特朗
普以共和党竞选者身份正式参
加 2016 年美国总统竞选。此前，
特朗普没有担任过公职。

习近平致电祝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新华社北京 11月 9日电（记者 霍
小光 张晓松）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9 日下午来
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指挥中心，同正在
天宫二号执行任务的神舟十一号航天
员景海鹏、陈冬亲切通话，代表党中央、
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代表全国各族人
民，向他们表示诚挚问候。

神舟十一号飞船 10 月 17 日发射升
空以来，习近平十分关心执行任务的 2
名航天员。9 日 16 时许，他专程前往中
国载人航天工程指挥中心，听取天宫二
号和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进展情
况介绍，并同航天员通话。

16 时 20 分，习近平走进指挥中心，
在指挥席就座。电子屏幕清晰显示着
天宫二号内的实时画面。景海鹏、陈冬
正 在 开 展 机 械 臂 人 机 协 同 在 轨 维 修

技术试验。习近平注视着大屏幕，观看
2位航天员的试验操作。手控机械臂至
预定位置、机械手和机械臂动作、机械
臂复位和数据手套状态恢复……航天
员精准完成一连串试验动作。

人机协同在轨维修技术试验为世
界首次，将在轨开展用电动工具拧螺
钉、拆除隔热材料等模拟拆卸设备的动
作，通过探索人机协同作业模式，为空
间机器人在轨服务积累经验。

16 时 25 分，景海鹏、陈冬到视频通
话位置并排站立，向习近平敬礼。习近
平微笑着向 2 位航天员点头致意，拿起
电话机同航天员通话。亲切的声音通
过电波传向地球上空约 380公里高度的
天宫二号与神舟十一号组合体。

习近平：海鹏同志、陈冬同志，你们
辛苦了。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

军委，代表全国各族人民，向你们表示
诚挚的问候！

景海鹏：谢谢总书记，谢谢全国人民！
习近平：你们已经在太空工作生活

了半个多月，海鹏同志是第三次执行载
人航天任务，陈冬同志是第一次进入太
空，全国人民都很关心你们。你们的身
体状况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工作进展
得顺利吗？

景海鹏：感谢总书记关怀！我们的身
体很好，各项工作进展得也很顺利。我们
还能在太空同步收看新闻联播，图像很流
畅、很清晰。看到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六
中全会上的画面，我们感到很亲切、很振
奋。中国载人航天进入了新的高度，中国
航天员在太空的工作生活条件更加完善，
我们为伟大祖国感到骄傲和自豪！

陈冬：报告总书记，我已经适应了

太空的失重环境，饮食起居都很正常，
工作也在按计划进行。我一定再接再
厉，圆满完成好后续任务。

习近平：看到你们状态很好，我们
非常高兴。你们团结协作、迎难克坚，
体现了一流的、过硬的素质。希望你们
再接再厉、密切配合、精心操作，圆满完
成后续任务。祖国和人民盼望你们胜
利归来！

景海鹏：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指
示，坚决完成任务。请总书记放心，请
全国人民放心！

“敬礼！”随着景海鹏的口令，2名航
天员向习近平、向全国人民行军礼。指
挥中心响起热烈掌声。

通话结束后，习近平来到指挥中心
现场参试人员中间，同大家亲切握手，
致以问候。

习近平同神舟十一号航天员亲切通话

2016 美国大选尘埃落定，共
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新一
届美国总统。此次选举被美国媒
体称为迄今“最丑陋、最分裂”的
一次大选，选举过程中暴露出的
美国社会矛盾仍在，选民迷茫未
消，深层次问题凸显。

“喧哗与骚动”“愤怒和分裂”
成为美国大选年的关键词，凸显
出美国“党派极化”“政治分裂”

“种族紧张”等一系列严峻现实，
成为全球持续热议的话题。

大选中，竞选人对议题的关
注点严重“跑焦”，当政策议题让
位于相互攻讦，当对国家发展走
向的关注让位于对一桩桩丑闻的
品咂，社会共识只能成为难以企
及的“奢侈品”。这场大选不缺花
絮槽点，不缺“步步惊心”，唯缺给
选民带来希望变革的指向。《华尔
街日报》指出，“这场总统竞选仿
佛是在遥远的银河系中进行”。

大选后，未来依旧迷茫，极化
走势未停，离心力仍在加剧。《纽
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
布民调显示，多数选民对新当选
总统能否将国家重新团结起来疑
虑重重。

此次大选也是对美国经济社
会政策的一次大反思。

舆论认为，大选结束后，特朗
普引发的“特朗普现象”将继续影
响美国社会。他在竞选时提出“反
全球化”“反自由贸易”，宣扬“筑
墙”的移民政策等诸多言论，迎合
了一些阶层的“愤怒”情绪，也让各
界为他今后的执政政策担忧。

全球化是国际间利益的再分
配，也是美国国内经济和知识阶层
利益再分配。全球化是趋势，通过
比较优势再分工是趋势，而美国作
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是不争的
事实。正如美政治学者弗朗西斯·
福山所说，此次大选中暴露出来的
美国国内问题在于“不平等问题日
益严重”。因此，美国政府未来解
决问题的对策，应该是实现国内社
会经济生态的再平衡，而不是拿国
际社会当“替罪羊”。

此次大选还昭示出，美国政
治体制已然陷入困境。何时走出
困境，答案仍未知。

如今两党制下，政治精英与
普通民众越来越疏离，政治纲领
与大众关切脱节，由此引发政治
的结构性矛盾，民众反建制、反精
英情绪日渐突出。

民主党失去白宫，在于美国
选民在其候选人那里难以看到

“变革”，看不清解决日益严重的

政治分裂、种族紧张等问题的新
办法。大选期间，民主党陷入“金
钱政治”“暗箱操作”等质疑，候选
人和该党遭遇信任危机。共和党
方面，国会议员走上一条“主观攻
人，客观伤己”的道路，为了制衡
而制衡，加剧了政治极化和决策
困境。共和党虽然赢得大选，但
党内依旧分裂。

回望这次大选，有美国主流
媒体发出概叹：美国民主何其“脆
弱”！许多美国选民说得更为直
接：“这就是一场金钱、权力和影
响力的游戏。”

此次大选集中凸显美国制度
的结构性问题，也令美国的国际
形象受损。美国国务卿克里最近
在伦敦尴尬承认，此次大选让美
国形象难以获得海外认同，“有些
时候令人极其难堪”。

美国作家 J.D.塞林格在其小
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中有一句
名言：“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
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易变
无常的。”对许多美国选民来说，
2016 大选选出了总统，却仍未消
除他们心中的困惑与无奈。对
普通民众来说，或许只有接受和
等待。

（新华社纽约 11月 9日电）

选出了总统 没找到答案
□齐紫剑 朱磊

新华社天津 11 月 9 日新媒体专电
（记者 李靖 邓中豪 翟永冠）记者从天
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了解到，11 月 7 日至 9
日，天津港“8·12”特大火灾爆炸事故所
涉 27 件刑事案件一审分别由天津市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和 9 家基层法院公开开
庭进行了审理，并于 9 日对上述案件涉
及的被告单位及 24 名直接责任人员和
25 名相关职务犯罪被告人进行了公开
宣判。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 年 8 月 12 日
22 时 52 分许，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天津
港的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瑞海国际物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海公司）危险品仓
库发生火灾爆炸事故，造成 165 人遇难、
8 人失踪，798 人受伤住院治疗，304 幢建
筑物、12428 辆商品汽车、7533 个集装箱
受损。截至 2015 年 12 月 10 日，事故造
成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 68.66 亿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该起火灾爆炸事
故属于特别重大责任事故。瑞海公司严
重违反有关法律规定，是造成事故发生
的主体责任单位。该公司无视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严重违反天津市城市总体规
划和滨海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违法建
设危险货物堆场，违法经营、违规储存危
险货物，安全管理极其混乱，安全隐患长
期存在。同时，天津中滨海盛卫生安全
评价监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滨安评
公司）作为中介及技术服务机构弄虚作
假、违法违规进行安全审查、评价和验
收，提供虚假证明文件，使得瑞海公司取
得危险品经营资质，并在继续经营过程
中造成“8·12”特大火灾爆炸事故的重大
人员、财产损失。

法院经审理查明，天津交通、港口、
海关、安监、规划、海事等单位的相关工
作部门及具体工作人员，未认真贯彻落
实有关法律法规，违法违规进行行政许
可和项目审查，日常监管严重缺失；相
关部门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存在玩忽职
守、滥用职权等失职渎职和受贿问题，
最终导致了“8·12”特大火灾爆炸事故重大人员及财产损
失。被告人瑞海公司董事长于学伟归案后主动供述其为
瑞海公司违规办理港口危化品经营资质，多次向时任天
津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副局长李志刚、港口管理处
处长冯刚请托，送给李志刚、冯刚财物共计 15.75 万元。

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造成的社会
危害后果以及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法院依法作出
一审判决。瑞海公司董事长于学伟构成非法储存危险物
质罪、非法经营罪、危险物品肇事罪、行贿罪，予以数罪并
罚，依法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处罚金人民币 70 万
元；瑞海公司副董事长董社轩、总经理只峰等 5 人构成非
法储存危险物质罪、非法经营罪、危险物品肇事罪，分别被
判处无期徒刑到十五年有期徒刑不等的刑罚；瑞海公司其
他 7 名直接责任人员分别被判处十年到三年有期徒刑不
等的刑罚。中滨安评公司犯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依法判
处罚金 25 万元：中滨安评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赵伯扬等 11
名直接责任人员分别被判处四年到一年六个月不等的有
期徒刑。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主任武岱等 25 名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分别被以玩忽职守罪或滥用职权罪判处三年
到七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其中李志刚等 8 人同时犯受贿
罪，予以数罪并罚。

在“8·12”特大火灾爆炸事故系列案件审判中，公诉机
关指控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
对辩护人提出的经查属实、于法有据的辩护意见，法庭予以
采纳。法庭上，检察机关运用多媒体出示了大量的证据，被
告人及其辩护人充分发表了辩护意见。宣判后，各案被告
人均表示认罪、悔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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