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易成功报销来回路费）

高价收购贵州茅台酒

北京老酒鉴定协会老酒鉴定评估交流会斥巨资现场征
集收购1953年到2017年茅台酒、五粮液及2000年以前的
各种陈年老酒。另收购阿胶、冬虫夏草、牛黄丸。

“为期七天”望广大市民抓住机会

活动地址：合肥市庐阳区安庆路241号（省博物馆向西100
米省公安厅对面）维也纳智好酒店9楼8918会议室
途经公交：122、17、114、127路到大众巷下；116、125、3路
到飞凤街下；2、901、162、99路到省博物馆下

联系电话：18456583848（张老师）

活动时间：2018年3月14日-3月20日
肥东、肥西、长丰、巢湖、庐江可以预约上门收购（全天无休）

2012年茅台酒
2011年茅台酒
2010年茅台酒
2009年茅台酒
2008年茅台酒
2007年茅台酒
2006年茅台酒
2005年茅台酒
2004年茅台酒
2003年茅台酒
2002年茅台酒
2001年茅台酒

1400元每瓶
1500元每瓶
1600元每瓶
1700元每瓶
1800元每瓶
1900元每瓶
2000元每瓶
2100元每瓶
2200元每瓶
2300元每瓶
2400元每瓶
2500元每瓶

2000年茅台酒
1999年茅台酒
1998年茅台酒
1997年茅台酒
1996年茅台酒
1995年茅台酒
1994年茅台酒
1993年茅台酒
1992年茅台酒
1991年茅台酒
1990年茅台酒
1989年茅台酒

3000元每瓶
3900元每瓶
4100元每瓶
4400元每瓶
4700元每瓶
5800元每瓶
6300元每瓶
6500元每瓶
6700元每瓶
7000元每瓶
7500元每瓶
7700元每瓶

1979 年茅台酒到 1953 年茅
台酒 1.5 万元到 260 万元每
瓶；2012 年以上价格面议

（可预约上门收购）

年份（53 ） 价格
。

1988年茅台酒
1987年茅台酒
1986年茅台酒
1985年茅台酒
1984年茅台酒
1983年茅台酒
1982年茅台酒
1981年茅台酒
1980年茅台酒

7900元每瓶
8600元每瓶
9300元每瓶
1.08万元每瓶
1.2万元每瓶
1.35万元每瓶
1.45万元每瓶
1.47万元每瓶
1.5万元每瓶

年份（53 ） 价格
。

年份（53 ） 价格
。

茅台酒收购价格表（全品相 不跑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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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国家一
项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今年两会，全
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夏
涛为推动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带来了
诸多建议。“安徽位于长江中下游，
拥有 416 公里黄金水道，在整个长
江经济带处于承东启西的重要位
置，保护好长江母亲河，贯彻好长江
经济带发展战略，是我们义不容辞
的责任。”夏涛说。

为进一步发挥好安徽在推动长
江经济带发展中的重要支撑作用，
夏涛建议，延续新安江流域上下游
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新安江流域上

下游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试点是全国
首个跨省流域水环境补偿试点，总
体水质保持为优，成为全国水质最
好的河流之一。”夏涛表示，为进一
步巩固试点成果，我省与浙江希望
继续开展第三轮生态补偿，“请国家
予以批准，并参照第二轮补偿试点
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

其次，夏涛建议，尽早启动武
汉-合肥-南京高铁通道建设，“加
快沿江高铁通道规划建设，是构建
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的重
要内容。”

此外，夏涛认为，要提升长江干
流航道安徽段的通航能力。“安徽拥
江近海、承东启西，处于连接长江下
游和中上游的咽喉之地，3 万吨级
海轮必须在洪水期才可抵达芜湖
港，万吨级海轮必须在洪水期才可
抵达安庆港，难以适应当前世界海
运船舶大型化、标准化的趋势。”他
建议，国家加大长江航道安徽段疏
浚力度，将长江航道常年维护水深
12.5 米上延至芜湖，实现 5 万吨级
海轮直达；“将长江航道常年维护水
深 8 米上延至安庆，实现常年通航
万吨级海轮。”

全国政协委员夏涛：

提升长江干流航道安徽段通航能力新华社北京3月 13日电 十三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
13日表决通过了大会关于设立十三届
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决定，决定设
立10个专门委员会。

这 10 个专门委员会是：民族委员
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监察和司法委
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
卫生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华侨委员
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农业与农
村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各专门
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若干
人、委员若干人组成。

根据全国人大议事规则的规定，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需要在大
会期间审议监察法草案，全国人大财
政经济委员会需要在大会期间审查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中央和
地方预算。为此，十三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 13 日分别表
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
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

按照大会日程，3 月 19 日举行的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
会议上还将分别表决十三届全国人大
民族委员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教育
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华
侨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农
业与农村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主
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草案。

中国气象局局长刘雅鸣13日在人民
大会堂“部长通道”上说，我国气象监测预
报预警能力不断提高，气象预报准确率不
断提升，综合观测能力达国际先进水平。

刘雅鸣介绍，我国已成为气象服

务体系最全、保障领域最广、服务效益
最为突出的国家之一，现有自动气象站
近6万个，覆盖了全国所有城市和96%
的农村，2017 年被世界气象组织正式
认定为世界气象中心。

刘雅鸣：我国气象综合观测能力国际先进

文化部部长雒树刚 13 日在人民
大会堂“部长通道”上说，全国文化遗
产家底已基本摸清，为做好保护工作
奠定了基础。

雒树刚介绍，近年来，通过第三次
全国文物普查、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
普查、第一次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普查、全国地方戏曲剧种普查等，基本
摸清了文化遗产家底，共登记不可移动
文物76.7万处，国有可移动文物约1.08
亿件，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87 万项，

348 个地方戏曲剧种，革命旧址 3.3 万
多处，抗战文物保护单位 2100 多处。
52 项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列世
界第二；39 项遗产列入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列世界第一。

只有保护好，才能利用好，让文化
遗产真正“活”起来。雒树刚说，利用
好文化遗产，要让人民群众“零门槛”

“无障碍”接触文化遗产。据统计，博
物馆参观人次已从2014年的7亿多增
长到2016年的超过9亿人次。

雒树刚：全国文化遗产家底基本摸清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 13 日
在人民大会堂“部长通道”上说，给贫
困县、贫困村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更
多帮扶这个原则不能动摇，还要继续
坚持。

刘永富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是
经过严格标准和程序识别出来的，瞄
准贫困县、贫困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进行帮扶也是完成脱贫攻坚目标的内
在要求。

刘永富表示，对贫困人口不仅要
强调外部帮扶，也要扶贫和扶志相结
合，激发内生动力，鼓励贫困人口勤劳
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在这方面
做统筹协调，综合平衡的工作，尽量减
少过大差距，防止影响社会公平。

刘永富：“给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更多帮扶
这个原则不能动摇”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 13 日在
人民大会堂“部长通道”上回答关于

“国地税合并”问题时说，税务机构改
革的方案，是一项利民、利税、利企、利
国的好方案，税务部门坚决拥护，完全
赞同。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后，税务部

门将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在
各级地方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支持
下，勇于担当，精准操作，确保改革积
极平稳扎实如期落地，努力做到事合、
人合、力合、心合，建设一支让党放心、
让人民群众满意的税务铁军。

王军：国地税机构合并努力做到“四合”

十三届全国人大设立10个专门委员会

▋特派记者 刘海泉 汪婷婷 马启兵

▋本组稿件均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