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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化华侨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宁波中旅奉化门市部

特价余位请进店内咨询
火车票，高铁票，动车票，可取票，飞机票，可代售
地址：南山路 79号 奉化华侨国际旅行社

咨询热线：88597775 88591555 88529999

5.10日新加坡+民丹岛6日 2599元

5.20日泰国7日 2599元

柬埔寨吴哥6日 2299元

5.22号日本双飞6日 5299元

5.15日新加坡，马来西亚5日游1999元

国内短线
汽车线

方特一日 288元
杭州灵山风水洞，西湖花港观
鱼一日游 99元
绍兴安昌古镇一日游 68元起
金华双龙洞一日游 99元
磐安灵江源玻璃桥一日游228元

琼台仙谷，天台国清寺一日
138元

杭州宋城一日游268元奉化来
回接送
朱家尖，南沙景区，沈院一日游

99元
乌镇东栅一日游 148元
青岛汽车5日游309元5月6日11日

国内飞机线、火车线

北京天津双飞5日 1379元

海南双飞5日 1700元

桂林双飞4日 1499元

西安双飞5日65周岁以上1580元

65周岁以下1780元

厦门+潮汕动车5日 1999元

宁波市奉化区长汀村商住地块项目（2017—135
长汀村地块）前期物业管理二次招标公告

根据《宁波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规

定，第一次招标公告发布后，若投标单位不满

三家，则进行第二次招标。宁波市奉化区绿城

•长汀云庐项目 （2017-135长汀村地块） 前

期物业管理以公开招标的方式选聘前期物业管

理企业，该地块位于锦屏街道原长汀村，长汀

路北侧，仁湖公园山体南侧。物业类型为住宅

加商业,用地面积 124326㎡，总建筑面积

297074.37㎡。

现将本项目前期物业管理企业招标事项公
告如下：

1.招标单位：宁波奉化绿城浙宏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2.招标对象：具有经本区备案的物业管理

服务企业

3.报名时间及费用：投标单位请于 2018
年 5月 9日至 5月 11日上午 8:30—11:00、下午

13:30—16:00前（逾期不予受理）；

资料费：200元/份（售后不退）

4.报名事项：投标单位携带投标申请书、

物业管理资质证书和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

件）、企业概况、拟派出的项目负责人简历、

上岗证书等证明材料、获招标人推荐的需提供

招标人出具的推荐书等有关资料复印件到奉化

锦屏街道桥西岸路绿城玫瑰园售楼处报名（本

市行政区域外的物业企业参加报名时需提交

《外地物业服务企业进甬登记备案表》）。（原

件备查，复印件留存）

5.招标小组审核投标单位条件后，收取投

标保证金：人民币壹万元（￥：10000元）后

发售招标文件，投标保证金收款人：宁波奉化

绿城浙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银行奉化支行

账号：403973680796
招标结束后，中标单位须向奉化物业办缴

纳履约保证金捌万元整。

联系人：潘 琦

联系电话：15906568588
监管部门联系人：李

联系电话：0574-88983239
宁波奉化绿城浙宏房地产有限公司

2018年5月9日

5月 7日至 8日，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

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

金正恩在大连举行会晤。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

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参加有关活

动。

5月的大连，青山萦翠，碧海

流云。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

谈，并为金正恩举行欢迎晚宴，一

同散步、出席午宴，在亲切友好的

气氛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

中朝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

全面深入交换意见。

习近平指出，委员长同志在

当前朝鲜半岛局势深刻复杂演变

的关键时刻，时隔 40多天再次专

程来华同我举行会晤，体现了委

员长同志和朝党中央对中朝两党

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对两党两

国战略沟通的高度重视，我予以

高度评价。我同委员长同志首次

会晤以来，中朝关系和朝鲜半岛

形势均取得积极进展，我对此感

到高兴，愿同委员长同志再次举

行会晤，共同为推动中朝关系健

康稳定发展、实现朝鲜半岛长治

久安、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作

出努力。

金正恩表示，今年 3月以来，

朝中友谊和朝鲜半岛形势都取得

了富有意义的进展，这是我同总

书记同志历史性会晤的积极成

果。在当前地区形势快速发展的关

键时期，我再次来到中国同总书记

见面并通报情况，希望同中方加强

战略沟通和合作，推动朝中友谊深

入发展，促进地区和平稳定。

习近平强调，今年 3月，我同委

员长同志在北京实现了历史性首次

会晤，进行了长时间深入交流，就发

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四方面原

则共识。第一，中朝传统友谊是双

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发展好中朝友

好合作关系是双方坚定不移的方

针，也是唯一正确选择。第二，中朝

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双边关系具有

重大战略意义，要加强团结合作、交

流互鉴。第三，两党高层交往对于

引领双边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

作用，双方应保持经常往来，加强战

略沟通，增加理解互信，维护共同利

益。第四，夯实民间友好基础是推

进中朝关系发展的重要途径，应通

过多种形式，加强两国人民交流往

来，为中朝关系发展营造良好民意

基础。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各项共

识正在得到良好的贯彻落实。一个

多月时间内，我同委员长同志两度

会晤，保持着密切沟通。我愿同委

员长同志一道，继续指导双方有关

部门落实好我们达成的共识，推动

中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

和两国人民，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作

出积极贡献。习近平还对朝鲜发生

重大交通事故造成中朝两国公民伤

亡后金正恩的高度重视和真诚态度

表示诚挚谢意。

金正恩表示，朝中两党两国老

一辈领导人同志式的相互信任和情

义，是朝中传统友谊的亲密纽带和

坚实根基。我同总书记同志继承这

一良好传统，举行卓有成效的历史

性会晤，推动朝中关系迎来了前所

未有的活跃发展。相信时隔一个多

月的再次会晤将加深彼此互信，推

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新时代的

要求，取得更为密切的全面发展。

谈到朝鲜半岛形势时，习近平

指出，我同委员长同志首次会晤时

就此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重要共

识。近段时间，委员长同志在推动

半岛对话缓和方面作出了积极努

力，取得积极成果。在有关各方共

同努力下，半岛对话缓和势头正不

断巩固，朝着有利于推动政治解决

的方向发展。中方支持朝方坚持半

岛无核化，支持朝美对话协商解决

半岛问题，愿继续同有关各方一道，

为全面推进半岛问题和平对话解决

进程、实现地区长治久安发挥积极

作用。

金正恩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

的远见卓识，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

实现半岛无核化、维护地区和平稳

定作出的重要贡献。他表示，实现

朝鲜半岛无核化是朝方始终如一的

明确立场。只要有关方面消除对朝

敌视政策和安全威胁，朝方没有必

要拥核，无核化是可以实现的。希

望通过朝美对话建立互信，有关各

方负责任地采取分阶段、同步性的

措施，全面推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

进程，最终实现半岛无核化和持久

和平。

金正恩向习近平通报了近期朝

鲜国内发展和党的建设情况。

习近平指出，朝鲜劳动党七届

三中全会提出了全党全国集中一切

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战略

路线，宣布停止核试验和洲际弹道

导弹试射、废弃北部核试验场，体现

了委员长同志对发展经济、改善民

生的高度重视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的坚定意志。我们对此表示赞赏，

支持朝方战略重心转向经济建设，

支持朝鲜同志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

展道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

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

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

外交部长王毅等参加有关活动。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副委员长、国际部部长李洙墉，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副委员长、统一战线部部长金英哲，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外务

相李勇浩，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

候补委员、宣传鼓动部第一副部长

金与正等参加有关活动。

新华社大连5月8日电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晤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第

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原委员、重庆市

委原书记孙政才受贿案一审公开宣

判，对被告人孙政才以受贿罪判处

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孙政才受贿

所得财物及孳息予以追缴。孙政才

在宣判后当庭表示，自己真诚地认

罪、悔罪，接受法院的判决，不上诉，

将认真接受改造。

经审理查明：2002 年至 2017
年，被告人孙政才在担任中共北京

市顺义区委书记、市委常委、市委秘

书长、农业部部长、中共吉林省委书

记、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

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

位和个人在工程中标、项目审批、企

业经营及职务提拔调整等方面提供

帮助，单独或者伙同特定关系人非

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1.7亿余元。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

为，被告人孙政才的上述行为已构

成受贿罪。孙政才作为高级领导干

部，本应以身作则，模范遵守法律，

却漠视法律，收受贿赂数额特别巨

大，严重破坏了国家机关正常工作

秩序，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

为的廉洁性，败坏了国家工作人员

的声誉，应依法惩处。鉴于孙政才

所犯受贿罪中，绝大部分受贿财物

系特定关系人直接收受，孙政才到

案后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

部分受贿犯罪事实，如实供述全部

犯罪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

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

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从轻处罚。

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据新华社天津5月8日电

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原委员、重庆市委原书记

孙政才受贿案一审公开宣判

考古专家在对河南省灵井“许

昌人”遗址出土文物进行研究时，新

发现 7件骨质软锤工具。这是目前

中国发现年代最早的骨质工具，距

今约11.5万年。

这项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山东大学、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

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法国国家科学

研究中心合作完成的研究成果，近

期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公共科学

图书馆·综合》上。新发现的 7件骨

质软锤工具，其中 6件以食草类动

物破裂长骨为原料，1件以鹿角为

原料。

该项目研究负责人、河南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山东大学特

聘教授李占扬介绍说，这些骨质软

锤工具的用途主要是制作和修理石

器。在骨质工具出现前，通常采用

的是石器打制石器的原始办法，软

锤工具的使用可以让石器刃缘更整

齐，提高了石器利用率。

“此次‘许昌人’遗址骨质软锤

工具的发现和研究，对长期存在的

中国缺少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观

点提出了挑战。”李占扬说。

他说，骨质软锤工具的发现，首

次证明中国至少在距今11.5万年前

就出现了石器技术上的革新和进

步，表明当时中国古人类已经拥有

相当发达的大脑，在被大自然支配

的同时，很可能通过智慧创造出一

个新的时代。

“许昌人”遗址是中国重要的旧

石器时代中期遗址，2005年发现以

来连续出土距今 10万年前古人类

头骨化石及相关资料。

新华社郑州5月8日电

考古专家在河南“许昌人”遗址

发现中国最早骨质工具

5月8日，河北石家庄新乐市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手举笑脸卡做游戏。
当日是“世界微笑日”，新乐市实验小学开展“微笑进校园 快乐每一天”活动，通过做

微笑互动游戏、讲笑话、比笑脸等方式，引导学生们用微笑面对学习和生活。 新华社发
微笑进校园 快乐每一天

“我们这个山区县去年游客接

待量达到 1700多万人次，旅游综合

收入达到 164亿多元。”浙江武义县

旅游委员会主任王得伟说，15 年

前，全县全年接待游客只有 32万多

人次，如今，打响了温泉养生名城的

品牌，旅游产业成为全县支柱产业

之一。

2003年，浙江省委提出面向未

来要进一步发挥八个方面优势、推

进八个方面举措的“八八战略”。其

中, 进一步发挥山海资源优势，推

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是“八八

战略”的内容之一。

记者了解到，当时，包括武义在

内全省有 26个欠发达县（市、区），

在“八八战略”指引下，浙江建立和

完善省委常委、副省长联系欠发达

市县工作制度。制定和实施“欠发

达乡镇奔小康工程”“低收入群众增

收行动计划”“重点欠发达县特别扶

持政策”“低收入农户收入倍增计

划”“绿色发展财政奖补机制”等系

列政策措施。形成了涵盖转移支

付、生态补偿、异地搬迁、结对帮扶

等方面的扶持体系。

武义县委主要负责人说，从

2003年开始，武义以温泉开发建设

为起点，依托温泉、生态、古村落等

资源禀赋发展旅游产业，目前当地

的清水湾、牛头山、大红岩已成为国

家 4A级景区，还有骆驼九龙、花田

小镇、千丈岩等一批“旅游+”项目，

带动了全县乡村旅游蓬勃发展。

与武义类似，浙江其他的欠发

达地区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生态优

势，在系列政策倾力扶持下，吃生态

饭，打生态牌，干生态活，打开了从

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通道，

实现了绿色崛起。

浙江省农办介绍，2015年，全

省 26个欠发达县（市、区）全部实现

“摘帽”。不再考核GDP总量，转而

着力考核生态保护、居民增收等。

近三年来，这 26个县（市、区）与其

他地区的差距明显缩小，其经济总

量、财政收入、城乡居民收入水平，

已超过全国县域经济的平均水平，

成为浙江经济的新增长点。

据新华社杭州5月8日电

浙江26个原欠发达县绿色崛起

成为全省经济新增长点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会长张崇和

8日表示，轻工业将在安全标准上

重点发力，在家电、照明、儿童用品、

玩具等领域加快制修订一批强制性

国家标准，为消费安全提供更多保

障。

张崇和是在 8日中国轻工业联

合会在京召开的全国轻工业质量标

准工作大会上做出上述表述的。

张崇和说，当前我国轻工业标

准存在老化现象，一些标准制修订

周期偏长，与实际需求不适应。目

前，轻工现有标准平均标龄7.22年，

标龄在 10年以上的标准占轻工标

准总数的 15%，不能适应行业转型

和消费升级。此外，部分检测认证

机构存在定位不清等问题，市场服

务能力有待提升。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将在提高标

准适应性、安全性上重点发力，切实

解决标准老化滞后问题，同时加强

与国际对标。在家电、玩具、钟表等

领域加快开展国际标准比对和转化

工作，力争 2018年底与国际标准一

致性程度达到95%以上。

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在家电、照明、儿童用品、玩具等领域

我国将加快制修订强制性国家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