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 FENGHUA DAILY
国际新闻/广告

2018年5月9日 星期三
责编：李露 版式：刘晓云 电话：88962723

执行总编 白天/胡亚佩 夜间/何剑涛 本报地址/大成东路1278号 问询电话/88980597 广告部/88988999 发行/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奉化发行站 电话/88974586 奉化日报发行部 电话/88989537
传真/88961021 E-mail：fhdaily@126.com 广告经营许可证/浙工商广字 3302004024024号 邮编/315500 http://www.fhnews.com.cn 印刷/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每份定价/1.20元

宁波市奉化区防空防灾
警报试鸣公告

为增强民众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提高应急避险能
力，同时为检验测试警报性能，根据《宁波市防空防灾警报
试鸣制度》规定，我区将于 5月 12日“防灾减灾日”14时 28
分至15时08分组织全区防空防灾警报试鸣。

请广大市民相互转告，注意辨听，熟悉防空防灾警报鸣
放信号，并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

警报鸣放安排：
14：28—14：31，空袭预先警报（鸣 36秒，停 24秒，反

复3遍）；
14：37—14：40，空袭警报 （鸣 6秒，停 6秒，反复 15

遍）；
14：46—14：49，空袭解除警报（连续鸣3分钟）；
14：55—14：58，防灾警报（鸣 60秒，停 30秒，反复 2

遍）；
15：04—15：08，防灾解除警报（连续鸣4分钟）。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防空办公室

奉化石门毛氏续谱
委员会通告

奉化区石门毛氏（不包括岩头系、界岭

系、樟墅系） 自 1937年续谱至今已有八十

余年，今年决定再次续修。特敬告散居在奉

化各地的毛氏族人尽快向毛氏续谱委联系，

并请相互转告，以使续谱工作更趋完美。特

此告知（以后不再另行采访）。

联系人：毛良忠
联系电话：88817792 88817790

石门毛氏续谱委员会
2018年5月8日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
关于禁止在奉化区海域内非法养殖的通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浙
江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决定严厉打
击未经批准非法占用海域进行养殖的违法行为。现
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海域属于国家所有，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

海域所有权。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

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海域。单位和个人使用海

域，必须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

二、未经批准非法占用海域设置养殖设施的单

位或个人，须在规定时间内自行拆除非法养殖设施

（木桩、绠绳、吊笼、网具等），逾期未拆除的，相

关部门将依法处理。具体时间由海域所辖地镇政府

和区海洋与渔业主管部门确定。

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扰、阻挠相关清理

处置工作，违者将按有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构成

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
2018年5月3日

停电计划预告
5月15日
江口街道：郑家D715、机奉D720线因线路施工停电，影响：宁波

康桥锦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奉化轿辰新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奉化绿苑果蔬专业合作社、奉化威豪五金电器有限公司、奉化路灯

管理服务处、奉化吉善永盛水务有限公司、奉化良园建设开发有限公

司、奉化县江开发区段建设工程指挥部、宁波滕头祥和纸业有限公司、

宁波宁南贸易物流区基础设施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沈家堍村、山头朱

村、王家塔村、徐家塔村、下张村、上张村、名山村、沈王家园小区、

锦屏街道开源路、横路、汇盛路三条路之间一带（三横开发区）、奉化

区万盛铝业有限公司、奉化区南方液压件厂、奉化区新奥液压有限公

司、奉化区宁波博晨车辆部件有限公司、奉化区大堰万事达塑料齿轮

厂、奉化区好乐苑休闲用品有限公司、奉化区绿盈日用品有限公司、宁

波市政前期办公室（轻轨）一带。7:00-12:00
5月17日
尚田镇：杜家D308线 113#杆杜家D3568开关因线路施工停电，影

响：王家岭村、孙家塔村、鸣雁村、鹊岙村、奉化远盛陶瓷有限公司、

奉化晶鑫铸造有限公司、奉化新求精铸造有限公司、仇玲儿。7:00-15:00
5月18日
尚田镇：广渡D304线普济寺支线 6#杆大田摩托支线跌落式熔断器

因线路施工停电，影响：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尚田镇镇北路、奉化丽晶

印务职工宿舍、奉化大田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7:00-14:00
5月19日

尚田镇：下徐D201线、桥下D202线变电所改检修停电，影响：浙

江省宁波市奉化区西坞街道柴家堰村陈江沿、上徐村、孔峙村、埋介桥

村、泰桥村清英士江、柴家堰村水各江、柴家堰村、奉化乐尔乐金属制

品厂、宁波俞甬环科预拌砂浆有限公司。7:00-15:00
5月22日

尚田镇：张家D313线 35#杆四方支线跌落式熔断器因线路施工停

电，影响：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尚田镇孙家村、奉化茂成纸箱厂、奉

化永升铸造有限公司、奉化精益电炉厂、奉化精翔热处理设备厂、奉

化雅洁家庭用品有限公司、奉化利凡精密铸造有限公司。7:00-13:00
5月23日

西坞街道：尚桥D832线 52#杆尚桥D3707开关因线路施工停电，影

响：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西坞街道庙后周村、下横村、李师村、奉化中

九机械厂、中国铁塔公司宁波市分公司、奉化李师五金加工厂。7:00-
15:00

说明:如遇下雨等不可抗因素则有可能顺延或取消！

供电服务热线95598
奉化供电公司

遗失声明
王功丽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一份，号码：F330115597，声

明作废。

江权遗失残疾证一本，号

码 ： 3302831986092300122B2，
声明作废。

陈拓遗失浙江医学高等专

科学校毕业证书一份，编号：

BY00581260， 电 子 注 册 号 ：

130231201006020199， 声 明 作

废。

俄罗斯联邦新一届总统普京

7日在克里姆林宫宣誓就职，开

始其第四个总统任期。普京当日

还提名梅德韦杰夫为新一届政府

总理，并签署关于 2024年前俄联

邦国家发展目标和战略任务的总

统令。

分析人士认为，未来 6年，俄

罗斯将在保持政局稳定和政策延

续性的前提下内求发展，外应变

局，不断巩固大国地位。

聚焦国内发展

普京 2000年首次当选总统，

2004年成功连任，2008年任统一

俄罗斯党主席，同年 5月出任政

府总理。2008 年，俄国家杜马

（议会下院）通过宪法修正案，将

总统任期由原来的 4年延长至 6
年。2012年，普京再次当选俄总

统，梅德韦杰夫自 2012年 5月起

开始担任俄罗斯联邦总理。2018
年 3月 18日，普京以独立候选人

身份参加俄第七届总统竞选，并

以76.69％的得票率获胜。

分析人士指出，对俄罗斯这

样的大国来说，保持政治稳定和

政策的延续性十分重要。现在普京

再次出任总统，而且提名梅德韦杰

夫为总理，这一组合继续执政将为

俄罗斯应对时代挑战并不断发展提

供必要的政治保障。

俄罗斯国民经济和国家行政学

院教授斯拉季诺夫表示，面对国际

形势的恶化和俄罗斯受到的外部压

力，普京与梅德韦杰夫合作密切，可

以更顺利地推行改革。

在就职演说中，普京表示，为维

护国家和平、实现繁荣而竭尽全力

是自己的职责和生命意义。俄罗斯

应成为朝气蓬勃的现代化国家，需

准备应对时代的挑战，巩固国家在

传统优势领域的地位，并且团结起

来取得新成绩，使国家不断发展。

聚焦国内发展将是新任期普京

执政的优先方向。普京在 3月发表

的国情咨文中提出俄未来 6年的一

系列发展目标，其中包括俄经济增

速未来 6年应当超过世界经济平均

增速；到本世纪 20年代中期，俄经

济要稳居世界前五；俄将努力提高

居民收入，到本世纪 20年代中期使

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现在提高

50％。

在普京签署的关于 2024年前

俄联邦国家发展目标和战略任务的

总统令中，上述发展目标得到了系

统化的确认。

有分析认为，尽管普京制定的

发展目标明确，但要想按预期实现

却并不轻松。俄经济虽已走出衰

退，但复苏未稳，增速有待进一步提

高；受西方制裁的持续影响，俄罗斯

难以引进先进技术，外国投资也大

幅减少；俄仍未摆脱依赖资源出口

的经济结构。

应对国际变局

作为一个地跨欧亚的大国，俄

罗斯在聚焦国内发展的同时，如何

更好地应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发挥

大国影响力是普京新任期另一个重

要任务。

普京在就职演说中表示，任何

困难都无法阻碍俄自主决定未来。

同时，俄罗斯愿与外界对话，与伙伴

国家加强各领域往来，并与各国为

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开展平等互利合

作。

自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一

直面临美国及其盟友的外交打压和

经济制裁。一度被俄罗斯看好的特

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俄美关系并

没有改善，反而因“通俄门”、互相驱

逐外交官及美国推出新制裁而不断

恶化。

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叙利亚和

乌克兰问题是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

系的两大痛点，预计在普京的新任

期中，双方在这两个问题上将继续

角力。

俄政治信息中心主任穆欣认

为，俄美关系未来几年不会有什么

进展，俄方多次表示愿意改善关系，

但美方完全没有这样的意愿，美国

对俄论调充满侵略性。不过，美国

针对俄罗斯的实际行动仍将相当谨

慎。而对于欧洲，俄罗斯和一些欧

盟国家有发展合作的意愿，俄欧关

系在普京的新任期中有改善的空

间。

在穆欣看来，向东看仍将是未

来几年俄外交政策的一个突出特

点。在亚太地区，俄罗斯将继续加

强与中国的合作，同时将推进多元

外交，发展与日本、韩国、越南和印

度等国的政治经济联系。

新华社莫斯科5月7日电

普京新任期内外政策如何布局

据法新社报道，东京地铁系统以

其清洁和高效闻名，但近日一项研究

指出，2020年奥运会期间大量涌入的

游客可能会使东京地铁系统瘫痪。

中央大学的田口教授利用模型

模拟了奥运会期间乘客流动情况，

预计整个东京圈届时除了 800万本

地人外，还将有约 130万名游客需

要经常乘坐地铁。

最为严重的拥塞可能发生在离

奥运会场馆最近的一些车站，而主

要的转运站和关键线路可能因乘客

人数将增加 10-20%而瘫痪。他建

议，有效的解决方案是要么放假，要

么错峰上下班。

据新华社东京5月8日电

专家警告

2020年奥运会或致东京地铁系统瘫痪

美国 Route Fifty网站日前发

表文章警告，美国政府对华贸易政

策会适得其反，严重影响美国特别

是加利福尼亚州地方经济发展。

文章援引布鲁金斯学会和加利

福尼亚预算与政策中心的数据说，尽

管加州对外贸依赖程度小于美国许

多州，但与中国经贸关系密切，美中

贸易摩擦将对加州就业影响巨大。

文章说，加州可能受中美贸易摩

擦影响的工作岗位达28.7万个，居全

美各州之首。在该州10个可能受到

最大影响的县中，8个县去年的失业

率已经高于全州4.8％的水平。

文章指出，美国政府试图通过

对中国和其他经济体征收高关税来

保护本国公司和工人就业，然而目

前来看，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更可能导致加州工人在经济上面临

更多不确定性，尤其会影响经济发

展状况本就不好的社区。

据新华社洛杉矶5月7日电

美国媒体警告

美对华贸易政策将严重影响地方经济

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在社交媒体

推特上发文说，他将于美国东部时间

8日下午2时（北京时间9日凌晨2时）

在白宫宣布他对于伊核协议的决定。

特朗普对伊核协议一直持否定

态度。此前，他曾称该协议“糟糕且

失败”。今年 1月，特朗普宣布“最

后一次”延长美国对伊核问题的制

裁豁免期，将 5月 12日定为修改伊

核协议的最后期限，并扬言如果届

时没有令他满意的修改方案，美国

将退出伊核协议。

而美国的盟友英、法、德三国均

对现有协议表示支持。德国外长马

斯和到访的法国外长勒德里昂 7日
在柏林表示，无论美国政府对伊核

协议有何新决定，德法两国都将继

续坚持遵守这一协议。正在美国访

问的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 7日也对

媒体表示，当前形势下没有比伊核

协议更好的替代方案。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7日电

特朗普说

将于8日宣布对伊核协议的决定

5月7日，在英国伦敦海德公园，人们在湖面上泛舟游玩。
新华社发伦敦春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