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 11日 星期三 江北 慈城镇
上岙桑园村用户（8：00-16：30）

10月 12日 星期四 江北 甬江街
道栖海花园小区1幢1单元、1幢2单元、2
幢3单元（8：30-16：30）

10月 13日 星期五 江北 甬江街
道栖海花园小区2幢1单元、2幢2单元、3
幢（8：30-16：30），慈城镇上岙村村委

（8：00-16：30）
增加：9月 25日 星期一 杭州湾新

区 宏湾家纺、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杉能光伏发电有限公司、轻飞特拉
索、兴慈四路 1#变、杭州湾新区管委会
(消防中队)、周家路水库水产养殖厂、中
石化、开发区管委会、杭州湾新区管委会
(垃圾中转站)、杭州湾水处理、九塘南路
1#变、健安达（6：00-17：00），新浦镇马潭
路村砖瓦厂（7：00-17：00）

9月26日 星期二 杭州湾新区 泰
鸿冲压件 CO、三京汽配制造、中京电器
科技CO（7：00-10：00）

9月 27日 星期三 杭州湾新区 日
升机械轴承、红光滚珠、古今电器、德恒壳
体、元祥村部分地区、嘉禧宠物用品、同辉
塑料制品、超越达机械（13：00-16：30），马
潭路村部分地区、慈航金属制品、鸿雁铝
业、长命五金配件（13：00-16：30）

9月28日 星期四 海曙 关爱小区
部分用户、金地小区部分用户（13:00-18:

00），它山文化实业、镇海发电、浙江石
油宁波分公司、金蕾食品、东方巴士服
务（7:00-16:30） 杭州湾新区 宝碟轴承
CO、晟洋磁材料 CO、滨海三路 3#变、亚
加机电科技 CO、恒锐针织、杉能光伏发
电、滨海三路 4#变、日普电子科技 CO

（6：00-17：00）
9月29日 星期五 杭州湾新区 海

星股份经济合作社、中国移动浙江有限
公司、滨海开发有限公司、西河水利管理
处（十一塘横河西闸）、围海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滨海开发投资有限公司、阿
伍渔业、上海绿地建设、宁波绿地置业、
杭州湾新区教育发展中心、领海置业、海
涂围垦开发、阿伍渔业、西河水利管理
处、海涵农业发展（6：00-17：00），人和机
械轴承、庵东镇人民政府、庵东银都商
厦、庵东部分台区、农药化工、华表机械、
华表五金厂、宏兴村经济合作社、中农贸
市场经营服务中心、宏兴村部分地区（7：
00-17：00），庵东镇人民政府、慈立恒温
科技、卓奥电子科技、德欣卫浴、嘉仕美
塑料、耐吉金属制品、锦力轴承、嘉乐电
器、丰意阀门、大华电器、巨发电器、翰慧
汽车配件（14：00-16：00）

取消：9月25日 星期一 杭州湾新
区 铭富汽车零部件、汇驰汽车部件（9：
40-9:50）美高电器、创源光伏科技、管理
委员会、中国电信、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
江有限公司慈溪分公司（物流中心）、慈
溪新能源、大昌金属材料科技、正力安拓
生物科技、隆基电子科技（9：40-9:50），蓝
锦包装、邦盛汽车零部件、四维尔汽车零
部件、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中国联合网络

通信、可挺汽车底盘系统、兴发电镀（9：00-
9:10）双龙纺织染整、新桥电镀、华佳电
镀、海港电镀、海拓环境技术、杭州湾新
区电镀园区 1号箱变、滨海三路 5#变、金
林纺织、大江针织、奥通机械科技CO、杭
新光伏发电、博辉实业（9：10-9:20），杭州
湾新区海洋水利管理中心、善水水处理
管理服务（湿地）、中国铁塔宁波分公司、
管理委员会、中持环境管理、管理委员会

（污水泵站）、浙江慈溪经济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联城电镀、协诚工贸、和合制衣
总公司、三联经编、浙江火电建设有限公
司送变电分公司、全盛壳体、沥高复合材
料、金业汽车部件、宏通电子科技（10：
20-10:30）北纬纺织品、吉俱泰汽车内饰、
管理委员会、超视界光电科技、中国铁塔
股份宁波分公司（10：30-10:40），新浦镇
马潭路村砖瓦厂（13：00-17：00）

9月26日 星期二 杭州湾新区 海
创投资发展（9：30-9:40），泰鸿冲压件
CO、三京汽配制造、中京电器科技 CO

（6：00-8：30）中持环境管理 CO(漂染园
区)、建发染织 CO、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宁
波（慈溪）检测中心（9：30-9:40）

9月27日 星期三 江北 慈城镇新
城幼儿园、修人学校、周家漕村，周家庄、
戚家桥村、杨陈村、乍山塑料厂、思源金
属材料制品厂、久和荣金属制品厂、蒋
陈金属加工厂、应杰金属制品厂、路灯
管理所、洪陈村、利芳石料加工厂、恒
源建筑材料、公路管理段、健荣金属软管
厂（7:30-16:30）

宁波供电公司
网址：95598.zj.sgcc.com.cn

计划停电预告

2017 年 9 月 20 日，中国光大银行拉萨分行举行揭
牌仪式。这标志着该行实现了境内省级行政区域服务网
络的全覆盖。与此同时，中国光大集团与西藏自治区政
府在拉萨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
唐双宁、自治区政府有关领导出席仪式并为中国光大银
行拉萨分行揭牌；中国光大集团副总经理吴富林、自治
区政府相关领导分别代表双方在协议上签字。

仪式上，西藏自治区政府相关领导对唐双宁一行来
藏出席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表示欢迎，对光大银行拉
萨分行揭牌表示祝贺。该领导表示，当前的西藏，正处
于发展历史上的最好时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
族团结、边防巩固、人民安居乐业，已经站在了新
的历史起点上，正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
标迈进。良好的发展态势、和谐的社会环境，为自
治区推动与包括光大银行在内的大集团、大企业深
化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
境 。 希 望 光 大 集 团 发 挥 综 合 性 金 融 集 团 的 独 特 优
势，进一步加大对西藏的金融支持力度，加强与西
藏有关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深度对接，帮助西藏发展金

融业态，完善金融市场，破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等问题。同时希望光大集团延伸业务触角，在生态
保护、产业发展、脱贫攻坚等方面与西藏开展更多
务实的合作。西藏自治区各级党委、政府将积极创
造条件，提供良好服务，全力支持光大银行在藏开
展业务、发展壮大。

吴富林代表中国光大集团感谢西藏自治区党委、政
府对中国光大银行拉萨分行在藏筹建工作的大力支持。
他表示，光大集团具有银行、保险、投行等综合性金融
服务功能及实业企业。拉萨分行是中国光大银行在西藏
自治区设立的一级分行,是贯彻落实中央第六次西藏工
作座谈会议精神，支持西藏经济建设，推进西藏跨越式
发展和长治久安的一项重大举措。光大集团将认真落实
双方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为西藏自治区拓宽融资渠
道、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维护金融繁荣与稳定作出积极
贡献。同时，光大集团将扎根雪域高原，服务西藏发
展，为西藏的发展提供全方位的优质的金融服务，推动
双方实现合作共赢。

（光宣）

综合性金融服务雪域高原

中国光大银行拉萨分行举行揭牌仪式
中国光大集团与西藏自治区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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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柏林 9月 24日电 四
年一度的德国联邦议院选举 24 日
开始。选举将决定各政党在联邦议
院席位，获得多数议席政党或政党
联盟将组建新一届德国政府。

全德共有 6100 多万选民。7.3
万多个投票站自当天 8时起准时开
始接受选民投票，并将在 18 时关

闭。权威民调机构在一些投票站出
口设立匿名统计点，将在 18 时整
通过公共电视台发布初步预测结
果。

德国出口民调准确性很高，与
官方公布的实际票数误差较小。

德国选举制度规定，只有得
票率达到 5％的政党才能进入联邦

议院。选前民调显示，除两个传
统大党联盟党 （由基民盟和基社
盟组成） 和社会民主党，自由民
主党、绿党、左翼党和德国选择
党也都有可能进入下一届联邦议
院。

民调显示，现任总理默克尔所
在的联盟党很有希望再次获得最多

选票。
社会民主党主席、总理候选人

舒尔茨当天上午在其家乡乌尔瑟伦
参加投票，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
柏林西南一个投票站投票。默克尔
当天下午将在柏林市中心洪堡大学
的投票站投票，那里已被等待拍摄
的记者挤得水泄不通。

德国联邦议院选举开始
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有望赢得最多选票

据新华社柏林9月24日电
记者 任珂

德国联邦议院选举定于9月24
日举行。德国联盟党很可能再次获
得最多选票，其候选人、现任总理
默克尔有望第四次出任总理。

自 2005 年默克尔上任以来，
德国虽历经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
机和难民危机的冲击，但却没有乱
了方寸。相反，德国驶入了经济增
长快车道，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
也大幅提升。

默克尔的执政成绩有目共睹，
但也在难民政策等问题上饱受争
议。她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在动荡
不安的世界中捍卫自己的理念，展
现出非凡的韧性和领导力。她不仅
是德国人的“母亲”，还被称为

“将欧洲扛在肩上的女人”。
默克尔早年毕业于莱比锡大学

物理系，本来很有可能成为一名科学
家，却踏上了从政道路。1989年，时年
35岁的默克尔加入东德“民主觉醒运
动”，步入政界。从原民主德国政府的
副发言人，到统一后德国的部长和反
对党主席，再到 2005年当选德国历

史上首位女总理，默克尔稳步走到德
国乃至欧洲的权力中心。

12 年来，默克尔在应对各种
危机中锻炼得越发老练，德国人民
似乎也已习惯她的领导。一些德国
人感觉默克尔熟悉得像一个家庭成
员，还送给她一个昵称——Mutti

（妈咪）。默克尔也展现出她作为家
庭主妇接地气的一面，今年 8月她
向媒体透露了自己怎么做德国家庭
的传统菜肴土豆汤。

世界已经看到了默克尔和“新
德国”的特点。匈牙利总理欧尔班
批评德国是“道义帝国主义”，而美
国《时代》杂志把默克尔评为 2015
年年度人物，称赞她“比大多数政治
人物更加勇于对自己的国家提出要
求，表现出坚定的道德领导力”。

法国《回声报》刊文指出，默克尔
领导的德国能在国际舞台上让人倾
听自己的意见。德国能强硬地和普京
领导的俄罗斯对话。面对美国总统特
朗普的挑衅，德国运用自己的智慧并
捍卫自己的原则，从而强化了自己的
道义地位。默克尔不仅是欧洲第一经
济大国的领导人，更是“整个欧洲的
母亲”，甚至是“欧洲祖母”。

默克尔：

不仅是“德国母亲”
还“将欧洲扛在肩上”

新华社华盛顿9月23日电
记者 刘阳

美国国防部 21 日宣布，将花
费近 51 亿美元和英国一同研发新
一代战略核潜艇 （SSBN，也称弹
道导弹核潜艇），即哥伦比亚级核
潜艇，以取代目前正在服役的俄亥
俄级核潜艇。这将成为美军史上最
强大战略核潜艇。

根据声明，国防部和美国通用
动力电船公司签订一份价值 51 亿
美元的合同，要求后者完成新的哥
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的“综合生产
和程序开发”工作，即承担新潜艇
的设计、建造、测试和维护等所有
相关任务。

声明说，英国将参与哥伦比亚
级潜艇通用导弹舱的研发工作，潜

艇建成之后也会向英国销售。
美国海军部长理查德·斯潘塞

说：“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是海
军目前最重要的采购计划，这份订
单体现了我们对于在未来保持战略
威慑的投入，以及我们和英国的伙
伴关系。”

声明特别指出，这一订单未经
过竞标环节，因为通用动力电船公
司是美国唯一有能力完成战略核潜
艇研发和生产环节的制造商。研发
工作将在通用动力电船公司所在的
康涅狄格州、弗吉尼亚州以及罗德
岛州三处地点分别进行。

根据美国海军官方网站消息，
在这一合同签订之前，哥伦比亚级
核潜艇项目已经通过 B 阶段评审，
表明该项目进入工程与制造发展阶
段。

新 型 潜 艇 的 长 度 预 计 为 171
米 ， 并 可 以 装 载 16 枚 三 叉 戟 导
弹。根据计划，首艘哥伦比亚级战
略 核 潜 艇 “ 哥 伦 比 亚 ” 号 将 于
2021 年开工建造，2028 年建造完
成，2031年开始服役。

美国媒体援引军方人士的话
说，哥伦比亚级核潜艇的核反应堆
较俄亥俄级可以提供更多动力，因
此可以执行更多的派遣任务，并可
以免于服役期间增添核燃料。除动
力更强以外，新型潜艇上不少技术
将和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持
平，例如声呐、电子控制系统、通
信系统和马达等。

实际上，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
艇项目在数年前已经启动，通用动
力电船公司已经开始和英国制造新
潜艇外壳，而海军也已经在今年早

先时候在一份价值2.03亿美元的订
单中委托通用动力电船公司生产
17 个可以用来发射三叉戟 IID5 导
弹的战术导弹管。

在这些先前工作的铺垫下，美
国国防部今年 1月批准哥伦比亚级
战略核潜艇项目可以正式进入生产
阶段。

俄亥俄级核潜艇共有 14 艘弹
道导弹核潜艇和 4艘巡航导弹核潜
艇。美国海军计划共采购 12 艘哥
伦比亚级核潜艇，以取代目前的
14 艘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全部
12 艘哥伦比亚级核潜艇预计于本
世纪40年代初建造完毕。

根据哥伦比亚级核潜艇的建造
标准，其服役时间可为 42 年，这
意味着该级核潜艇足以持续服役至
2080年之后。

军事观察人士克里斯·奥斯本
说，海军希望每艘新型潜艇的造价
低于以 2010 年美元价格计算的 50
亿美元以内，而目前俄亥俄级核潜
艇的造价约为20亿美元。

不过，美国海军在其官方网站
说，预计总花费要1280亿美元。

超越俄亥俄

美英共同开发史上最强大核潜艇

9月24日，一名选民在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投票站参加联邦议院选举
投票。 （新华社记者 罗欢欢 摄）

新华社华盛顿 9 月 23 日电
（记者刘晨 陆佳飞） 美国国防部
23 日说，美军多架战略轰炸机当
天在战斗机的护航下至朝鲜以东
水域上空飞行，抵达本世纪以来
美军战机飞抵的韩朝非军事区最
北端。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达娜·怀
特在一份声明中说，美空军 B－
1B战略轰炸机从关岛美军基地出
发 飞 抵 该 水 域 上 空 ， F － 15C

“鹰”式战斗机从日本冲绳基地起
飞护航。

声明说，这是美军轰炸机和
战斗机进入 21世纪以来飞抵的非
军事区最北端，显示了美军对于

朝鲜“鲁莽行为”的高度重视，
此次飞行也意在表明美国总统特
朗普有很多“军事选项”应对朝
鲜威胁。

美国政府近期对朝鲜态度强
硬。特朗普 19日在联合国大会一
般性辩论上发表有关“彻底摧毁
朝鲜”言论后，21 日进一步向朝
方施压，宣布新一轮严厉对朝制
裁措施。

面对美方压力，朝中社 22日
援引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声
明说，特朗普在世界面前发表对
其国家和本人的侮辱言论，他本
人正在考虑如何对此采取最强硬
的反击措施。

美轰炸机赴朝以东水域上空飞行

新华社伊拉克埃尔比勒9月
23日电 （记者魏玉栋 程帅朋）
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 （库区） 政
府 23日否认了媒体有关库区独立
公投推迟的报道，重申公投将于
9月25日如期举行。

库尔德自治区主席办公室一
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 23日对媒
体表示，有关库区政府迫于外界
压力推迟公投的报道是错误的。

当天早些时候，伊拉克国家
电视台援引由伊拉克前总统贾拉
勒·塔拉巴尼领导的库尔德斯坦
爱国联盟高级官员帕维尔·塔拉
巴尼的话报道说，库区政党已经
决定推迟独立公投。

帕 维 尔 · 塔 拉 巴 尼 是 贾 拉
勒·塔拉巴尼的儿子。帕维尔·
塔拉巴尼表示，库区主要政党在
评估了所有选项后认为，美国、
英国等国家以及联合国提出的推

迟公投的建议是目前库尔德人的
最佳选项。

库尔德自治区主席办公室官
员对此表示，帕维尔·塔拉巴尼
的言论仅代表他个人观点，并非
库区政府的官方立场，公投仍将
按计划举行。

今年 6 月，伊拉克库区宣布
将于 9 月 25 日就库区独立问题举
行公投，此举随即遭到伊拉克中
央政府以及土耳其和伊朗等邻国
强烈反对。9 月 15 日，库区议会
正式投票批准就独立问题举行公
投。9 月 18 日，伊拉克联邦最高
法院作出裁决，要求库区停止定
于25日举行的独立公投。

长期以来，库区政府和伊拉
克中央政府关系紧张，双方在多
个省份的土地归属上有分歧，特
别是石油储量丰富的基尔库克
省。

伊拉克库区政府重申
将如期举行独立公投

这是 9 月 24 日在印度尼西亚
巴厘岛拍摄的阿贡火山。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 22日
将巴厘岛上阿贡火山的警戒级别

提升至最高等级，表示这座火山
可能即将爆发。阿贡火山上一次
喷发是在1963年。

（新华社/法新）

巴厘岛火山或即将喷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