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正本提单 1 套，
提 单 号
MATS3366820000， 声 明
作废。

利丰供应链管理（中
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遗失德迅 （中国） 货
运代理有限公司宁波分公
司 BLUE AN-
CHOR LINE 正 本
三正三副提单一套，提单
号 为 ： 4359- 0201-
801.023，目的港：HAM-
BURG， 航 名 航 次 ： AL
NASRIYAH 004W， 声
明作废。

宁波市东部申通快递
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编号

3302120292531， 声 明 作

废。

浙江东能光电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遗失宁波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2016年10月13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各

一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1267121902XD，

声明作废。

浙江东能光电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号码：R330019362，声明

作废。 张熠炘
遗失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证 号 ： 330337474，
声明作废。

汪诗涵

遗失由宁波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江东分局于 2013 年
12 月 2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 本 一 本 ， 注 册 号 ：
330204602054553， 声 明 作
废。宁波江东宁东奥一装饰
建材经营部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宁波市江东区城市管理

中心依据 《事业单位登记管
理暂行条例》，经举办单位同
意，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
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 2018
年2月14日起90日内向本单
位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
告。宁波市江东区城市管理
中心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宁波市江东区市政管理
处依据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
暂行条例》，经举办单位同
意，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
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 2018
年 2 月 14 日起 90 日内向本单
位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
告。
宁波市江东区市政管理处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宁波市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支队江东大队依据 《事业

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经

举办单位同意，拟向事业单

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

权人自 2018 年 2 月 14 日起 90

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

权，特此公告。

宁波市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支队江东大队

遗失启事

下列日报下列日报发行部发行部均可受理均可受理
永寿发行站永寿发行站 永寿街永寿街22——88号号 8787279392279392

白杨发行站白杨发行站 白杨街白杨街2828--11号号 8714684487146844

青林湾发行站青林湾发行站 青林湾街青林湾街11号号 8703791087037910

民安发行站 民安路民安发行站 民安路248248号号 8737323587373235

春晓发行站春晓发行站 育兴街育兴街2727号号 8792946587929465

慈城发行站慈城发行站 竺巷东路竺巷东路3333号号 8759147587591475

接待处：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号 电话：87682193
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９00—1100 下午1400—1700

丽园发行站丽园发行站 薛家南路薛家南路8888弄弄2020号号 8818589388185893
宋诏桥发行站宋诏桥发行站 宋诏桥路宋诏桥路55号号 8784228987842289
高新发行站高新发行站 海棠路海棠路9494号号 8791222987912229
江北发行站江北发行站 生宝路生宝路7070号号 8767600587676005
鄞东发行站鄞东发行站 四明中路四明中路9393号号 8811706188117061
鄞西发行站鄞西发行站 鄞县大道西段鄞县大道西段834834号号 8825479888254798

微信号NBRBXXGC

公告启事

慈溪市韵达快递服务有限公司：
本局于 2017 年 7 月 12 日依法受理你公司提起的

行政复议申请，于2018年1月5日作出 《行政复议决
定》（甬人社复决 〔2017〕 13 号），决定维持慈溪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 《认定工伤决定书》

（慈人社工认 F20160185号）。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行政复议决定》（甬人社复决 〔2017〕 13 号），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视为送达。如你单位不服本复议决定，可以在收到
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年2月12日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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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伦敦2月12日电
新华社记者 顾震球 邓茜

近日，位于英国伦敦希思罗机
场 T2 航 站 楼 的 World Duty
Free免税店因涉嫌区别对待中国消
费者陷入舆论风波。

事件的起因是在这家免税店做
兼职导购的中国学生日前在微博发
布长文，指出在他工作时遇到中国
顾客受到区别对待的事件。这家免
税店有一种促销券要求首次购物至

一定金额，可以获得八折优惠券用
于第二次购物。根据叙述，当事人
之前掌握的政策是金额满 250 英
镑，但当天他领着中国顾客结账
时，获得的“新政策”是中国人首次
消费须满 1000英镑。事后他又得知
其他外国游客其实只需满 79 英镑
就可以获得同样折扣的优惠券。

此事曝光后不仅在中国的微
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上引发广泛关
注，这家公司的推特和脸书账户上
也堆满了网友的质问和评论。

World Duty Free11 日曾就
此事件发布一份简短声明，但因未
明确表示道歉，也没有做出任何事
实性澄清，导致事件继续发酵。

随后，该公司在推特和脸书账
号上发布中英文声明。中文声明表
示，“对于本次事件让广大消费者
和中国民众对本公司产生的愤慨和
怀 疑 情 绪 ， 我 们 表 示 诚 挚 的 歉
意”，“经过深刻地自我审视和进一
步调查后，我们立刻对于促销中存
在的问题予以处理”，“该促销条款
适用于飞往任何目的地的乘客，这
已被重新解释和强调给店内的所有

工作人员，以保证未来不会有同样
的事件发生”。

不过，记者对比了中英文道歉
声明，英文版本的声明没有提到

“中国”或“中国消费者”字样，
没有明确交代事件起因和具体对

“谁”道歉，针对的是“所有顾
客”，并未正面回应社会关切，即
是否存在蓄意区别对待中国顾客的
行为。

关于这家免税店是否蓄意区别
对待中国顾客一事，记者联系了发
文的中国学生和免税店方面，截至
发稿时双方均未回复。不过，记者
辗转联系到一位不愿具名的内部知
情人士，对方透露，销售中确实存
在区别对待中国顾客的现象，但是
公司方面并未明文规定应这么做，
大部分本地店员是好的，问题出在
管理层。

不少到过伦敦的中国人可能会
对位于希思罗机场 T2 航站楼的这
家综合性免税店有一定印象，因其
经营面积大、涵盖品牌广，较为容
易吸引有“扫货”需求的顾客。
T2 航站楼每天下午淡季两班、旺

季三班飞机飞往北京，乘客大部分
是返程的中国旅客，他们近年来成
为这家免税店的消费主力群体。用
当事人微博的话说，这些“飞往北
京的客人恨不得能顶一天的消费
额”。

在英国考文垂大学就读的中国
学生王浩凌告诉记者，他在英国读
书多年，多次由此搭乘回中国的航
班，也经常光顾这家免税店。他感
到店方在优惠政策告知方面态度并
不主动，就是说店方有可能会利用
信息不对称而不主动给顾客提供优
惠。比如，用某种银行卡消费可以
享受打折优惠，但店方一般不会主
动告知。是否能够争取到优惠券，
也不是店员能够决定，需经理批
准。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经商处公使
衔参赞金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去年近百万中国游客来英国旅
游，为英国经济及零售业收入增加
作出很大贡献。假如希思罗机场免
税店区别对待中国顾客的事件是真
的，我们会非常吃惊，希望获得合
理解释。

伦敦机场免税店蓄意“区别对待中国顾客”？
近日，一名在英国伦敦希

思 罗 机 场 T2 航 站 楼 World
Duty Free免税店做兼职导购
的中国学生所发的微博让那家
免税店陷入了舆论风波。

那么，在这家免税店里，
中国顾客究竟有没有受到蓄意
的区别对待？事实真相究竟是
怎样的？

新华社华盛顿 2月 12日电
据美国媒体 12 日报道，美国副
总统彭斯表示，美国愿意考虑重
启与朝鲜对话。同时，美方将继
续在经济外交上加强对朝施压力
度。

彭斯在结束 3天访韩行程返
美途中对 《华盛顿邮报》 表示，
他在韩期间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就
朝核问题进行过两次有实质内容
的交流，双方同意继续与朝鲜接
触。按照初步设想，韩国先与朝
鲜开始对话，美国考虑随后加
入。

彭斯同时强调，美国仍将继
续 并 强 化 对 朝 进 行 “ 最 大 施

压”，直到朝鲜向半岛无核化迈出
“有意义的一步”。

彭斯本月 8日抵韩，率领美国
代表团出席平昌冬奥会开幕式。

由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
会委员长金永南率领的朝鲜高级别
代 表 团 11 日 晚 结 束 三 天 访 韩 行
程，乘专机返回平壤。这是朝鲜自
2014 年派遣高级官员参加仁川亚
运会闭幕式以来，时隔 3年多再次
派出高级别代表团访韩。文在寅日
前表示，希望能最大限度利用平昌
冬奥会的机遇，将正在进行的南北
对话延伸到解决朝核问题及构建半
岛和平上来，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多
方面的对话努力。

美副总统称愿重启与朝对话
但“最大施压”将继续

据新华社平壤 2月 13日电
（记者程大雨 吴强） 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 12 日听取了访问
韩国归来的朝鲜高级别代表团的
汇报，表示要进一步营造北南和
解对话氛围，继续积累良好成果。

据朝中社 13 日报道，金正
恩对代表团的汇报表示满意。他
说，韩国特别重视高级别代表团
等参加冬奥会的朝方人员的访
问，竭尽全力为朝方人员提供方
便，给他留下很深印象，他对此
表示感谢。

金正恩说，重要的是进一步提
升以本届冬奥会为契机的北南强烈
渴望和解与对话的良好氛围，继续
积累良好成果。金正恩还指出今后
改善和发展北南关系的方向，要求
有关部门对此采取具体对策。

报道说，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
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朝鲜劳动
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金与正、
国家体育指导委员会委员长崔辉、
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李善权
等高级别代表团成员以及随行人员
参加了会见。

金正恩表示

要进一步营造北南和解对话氛围

新华社首尔 2 月 13 日电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 13 日对

“亲信干政”案核心人物崔顺实
作出一审宣判，以收受贿赂、滥
用权力等罪名判处其 20 年监禁
并处罚金 180 亿韩元 （约合 1.04
亿元人民币）。

崔顺实当天到庭聆听了上述
宣判。法院当天认定崔顺实从三
星集团收受贿赂、强制要求韩国
大企业为她所控制的财团捐款等
多项罪名成立，而且多项犯罪事
实与韩国前总统朴槿惠构成共谋
关系。

法院在判决书中表示，崔顺实
以与韩国最高权力者的私交为基
础，利用手中权力收受贿赂并对企
业进行胁迫。亲信干政让国政秩序
陷入混乱，造成韩国宪政史上首例
总统被弹劾下台的事件。

法院还指出，崔顺实在接受调
查期间的自我辩解无法说服法庭，
同时向他人转嫁自身责任，“难逃

重刑”。面对指控，崔顺实始终拒绝认
罪，坚称从未追逐个人利益。

据当地媒体报道，崔顺实女儿
郑某从三星集团获取的马匹和马术
训练援助资金约 72 亿韩元 （约合
4200万元人民币） 被认定为受贿。

当天，乐天集团会长辛东彬和
参与强迫大企业为崔顺实财团捐款
的前青瓦台首席秘书安钟范也到庭
聆听了宣判。辛东彬以行贿罪被判
处 2 年零 6 个月监禁，追缴涉案金
额 70 亿韩元 （约合 4100 万元人民
币）。安钟范则以收受贿赂罪被判
处 6 年监禁并处罚金 1 亿韩元 （约
合58万元人民币）。

2016 年 11 月，崔顺实遭检方
以 18 项罪名起诉，其中 13 项罪名
与朴槿惠构成共谋关系。去年底，
韩国检方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就崔
顺实涉嫌滥用权力等案件提请法庭
判处其 25 年有期徒刑。分析人士
认为，崔顺实的审判结果将会直接
影响到日后对朴槿惠的判决。

韩“亲信干政”案核心人物崔顺实

一审被判20年监禁

据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2月
13日电 （记者吴刚） 巴勒斯坦总
统阿巴斯 12 日说，拒绝美国在巴
以问题上的单独调解人身份。

正在对俄罗斯进行工作访问
的阿巴斯 12 日晚同俄总统普京举
行会谈。阿巴斯说，特朗普上台
后，美国关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驻美国代表处、宣布承认耶路撒
冷为以色列首都等一系列举动让

巴勒斯坦人民震惊。巴勒斯坦坚
决反对美国的举动，拒绝美国在
解决巴以问题方面发挥单独调解
人的作用。

阿巴斯说，考虑到美国在巴以
问题上立场的转变，巴勒斯坦致力
于同俄罗斯讨论中东局势及如何解
决巴以问题，希望俄罗斯在这些方
面进一步发挥建设性作用。巴方接
受普京提出的举行巴以双方领导人

直接会谈方案。
普京说，俄巴关系一直比较稳

固，俄罗斯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在
巴以问题上，俄罗斯愿意与巴勒斯
坦保持共同立场，协商讨论解决复
杂的巴以问题。

另 据 俄 总 统 网 站 发 布 的 公
告，普京当晚还与美国总统特朗
普通电话，重点讨论了中东局势
和巴以问题。

阿巴斯表示

不承认美在巴以问题上的调解人身份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海洋）土耳
其首都安卡拉市市长穆斯塔法·图
纳本月 12日宣布，将把美国驻土大
使馆所在街道用土耳其在叙利亚阿
夫林地区的军事行动代号命名。

同日，土耳其外交部长说，土
美关系已走到“关键节点”，面临

“修复”或“崩塌”前景。
“我已签署必要提案，把美国大

使馆所在街道的名称从‘内夫扎特·
坦多安’改为‘橄榄枝’。”图纳在“推
特”上写道。当地时间 12日傍晚，这
一提案将交由安卡拉市议会批准。

土耳其1月20日对阿夫林地区

发起代号为“橄榄枝”的军事行
动，以打击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人
民保护部队”。土耳其政府认定

“人民保护部队”是土方列为恐怖
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分支。

坦多安 1929 年至 1946 年任安
卡拉市市长。法新社注意到，美国
大使馆给出的官方地址并非“内夫
扎特·坦多安街”，而是使馆背靠
的另一条街“阿塔图尔克大道”。
阿塔图尔克取自土耳其共和国国父
凯末尔之名。

法新社报道，重新命名安卡拉
市中心这条街道凸显土耳其和美国

作为两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友最
近数月围绕叙利亚等一系列问题的
争执。土耳其方面最近把更名街道
当成“外交工具”。

上月初，安卡拉市政府以奥斯
曼帝国时期一名总督的名字重新命
名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使馆所在街
道，以回应阿联酋官方“污名”这
名总督。当时口角的背景是卡塔尔
断交危机僵局。

土耳其媒体和美联社报道，土
耳其总理比纳利·耶尔德勒姆和外
交部长梅夫吕特·恰武什奥卢 12
日分别向美国喊话，希望美方采取

“具体措施”，修复两国关系。
土美关系“处于关键节点”，

恰武什奥卢说，“要么修复，要么
彻底崩塌”。“我们不想再听承诺，
我们想听具体措施。”

美联社注意到，恰武什奥卢这
番言论恰好在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
勒森即将造访土耳其之前发表。

耶尔德勒姆同一天呼吁美国
“自控并作出理性决定”。“美国拉
一个恐怖组织打击另一个恐怖组
织，一点儿国家尊严都没有。”

土耳其一直要求美方停止向
“人民保护部队”提供武器。美国
政府高官承诺不会再向“人民保护
部队”和“库尔德民主联盟党”提
供武器，但又明确表示美军不会撤
离库尔德武装占据的曼比季。

美国对“橄榄枝”行动表达忧
虑，要求土方保持克制。

更名使馆街 土美关系要崩？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王逸君）美
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本月 12日发
布 4.4万亿美元的 2019财政年度预
算报告，计划大幅提升国防开支，同
时削减外交和国际援助拨款。

政治分析师认为，预算报告凸
显美国更加注重军事投入等“硬实
力”，淡化外交、国际援助等“软实
力”的重要性。

根据这份预算报告，分别履行
外交和对外非军事援助职能的美国
国务院、国际开发署将获得预算拨
款总计 378 亿美元，比 2017 财年支
出少三分之一。

白宫就此解释，美国现阶段寻
求增加国防开支，需要削减这两个
部门的拨款，以遏制财政赤字。

国会部分共和党人、民主党人
反对，理由是面临全球威胁的大环
境，美国政府不应削减至关重要的

“软实力”开支。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共
和党人埃德·罗伊斯说，削减经费有
损国家安全，而外交能在无需动用武
力的情况下帮助维持美国强势。

参与审议预算报告的参议院拨
款委员会副主席、民主党人帕特里
克·莱希在一份声明中说，特朗普削
减国务院和对外援助资金的预算安
排“过分简单”且“武断”。

莱希说，美国国家安全和民众
依赖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和影响
力”，而预算报告却以提升效率为
由，削减支撑这种领导力和影响力
的“重要行动和项目”所需资金。

特朗普政府为了“节流”，打起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所辖国际空间
站的主意。

预算报告说，联邦政府计划自
2025 年起停止为国际空间站提供
资金，同时投入 1.5 亿美元，鼓励私
营企业“接手”空间站。

国际空间站始建于 1998年，是
以美国和俄罗斯为主，日本、加拿
大、欧洲航天局成员国和巴西等 16
个国家联合参与的国际合作项目。

《华盛顿邮报》11 日援引美国
航天局一份内部文件报道，联邦政
府 2025 年停止对国际空间站的直
接支持，不意味着这一平台届时将
脱离空间轨道，“产业界可以继续运
用国际空间站的某些要素或能力，
将它作为未来商业平台的一部分”。

这一计划受到众多航空专家的
质疑。前宇航员、佛罗里达州联邦参
议员比尔·纳尔逊说：“从美国在太
空中唯一的前哨据点撤下来，让人
着实摸不着头脑。”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
教授刁大明说，这份预算报告不再
强调民主党倾向的多边外交以及以
援助方式维持国际领导力，更强调

“硬实力”。

刁大明说：“特朗普希望美国保
持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威慑力，实现
绝对安全的目标，同时将国际责任
和安全责任最小化。”

2019 财年预算报告中，国防预
算达到 6860亿美元，包括向五角大
楼拨款 6170 亿美元以及用于未完
成 战 事 的 款 项 690 亿 美 元 。这 比
2018 财年预算增加 740 亿美元，是
2011年以来数额最大的国防预算。

刁大明说，特朗普的预算报告
摆脱共和党传统“财政鹰派”的理念
束缚，显现他更为务实的执政特点，
但可能会成为一场“冒险”。随着联
邦政府赤字不断增加，大规模举债
不仅对联邦政府的信用产生负面影
响，也会引发外界对美国政府调控
经济能力的质疑。

美国财政预算的立法过程包括
预算、授权和拨款三个环节。其中，
预算环节，总统领导政府部门编制
财政预算草案，供国会参考。国会两
院以总统预算报告为参考，分别制
定预算决议案，达成一致后提交总
统签署，方能成为正式预算法案。

刁大明认为，掌控钱袋子的美国
国会还将经过复杂的财政立法过程，
参议院和众议院只把总统预算报告
作为参考，且将分别出台独立的预算
决议，一定程度上会“减震”特朗普预
算报告对某些领域的冲击。

拿外交和援外“节流”
美国要自损“软实力”？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据国际
航空委员会 13 日消息，俄调查
人员通过解析黑匣子初步判定，

客机空速管结冰导致飞行员获得错
误航速信息或为安－148 客机失事
原因。

俄客机失事原因初步判定

或为客机空速管结冰
致飞行员获错误航速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