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市海曙区横街镇上阵村住宅、商业项目前期物业管理服务以公
开招标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1、招标单位：宁波利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项目概况：
名称：宁波市海曙区横街镇上阵村住宅、商业项目；
类型：住宅、商业；
总建筑面积：99486.87平方米（其中地下建筑面积27479.59平方米）；
位置：项目位于宁波市海曙区横街镇上阵村，东至横梅路、南至规划

河流、西至梅梁桥河、北至鄞县大道。
3、投标对象：投标人有通过前期物业招投标获取单项10万平方米以

上规模住宅项目合同业绩的，管理的住宅小区项目获得过省级示范（优
秀）小区称号的物业服务企业。

4、报名日期：投标申请人请于2018年8月15日上午830－1030，携
以下资料到海曙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报名（其余时间不予受理）：

（1）投标申请书；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企业概况及项目所在地物业主管部门提供的物业企业信用档案

证明，企业通过前期物业招投标获取单项10万平方米以上规模住宅项目
的合同业绩（经项目所在地物业主管部门备案的前期合同）；

（4）拟派出的项目负责人简历、学历（本科及以上）、信用证明、身份
证，单项 10万平方米以上规模住宅项目管理经验（提供项目所在地物业
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

（5）社保机构出具的能体现项目负责人已经缴纳最近连续三个月社
保的社保缴费证明（加盖缴费证明专用章或社保机构单位章，社保机构出

具的缴费单位名称必须投标人名称一致（含分公司））；曾以拟定项目经理
身份参加前期物业管理招投标且目前尚任中标项目前期阶段项目经理
的，不得再拟任本项目的项目经理；

（6）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的，需提交授权委托书；
（7）投标承诺书；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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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获招标人推荐的需提交招标人出具的推荐书；
（10）投标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不得为失信被执

行人。招标单位对投标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失信信息
进行现场查询（具体以报名当天“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
查询为准），若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则否决其报名。若在报名当天因不可抗
力事件导致无法查询且一时无法恢复的，可在报名截止三天内对资格预
审合格的投标单位进行事后查询，如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单位为失信被
执行人的，则取消资格预审合格资格，若合格投标人不足三家，则重新招
标；

（11）经现场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单位于资格预审当天1130前，向
招标办指定账户交纳壹万元投标保证金，并提交银行回单。所有复印件材
料加盖企业公章，原件备查。

若投标单位超过5家，则由公证人员监督、招标单位抽签决定不多于
5家物业服务企业竞标。

5、联系人：金老师
联系地址：宁波市海曙区府桥街15号（恒隆中心副楼3楼）
联系电话：0574-87164633

关于宁波市海曙区横街镇上阵村住宅、商业项目前期物业管理服务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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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近日对王继才同志先进
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王继才同
志守岛卫国 32 年，用无怨无悔的
坚守和付出，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
了不平凡的人生华章。我们要大力
倡导这种爱国奉献精神，使之成为

新时代奋斗者的价值追求。
习近平指出，对王继才同志的

家人，有关方面要关心慰问。对像
王继才同志那样长期在艰苦岗位甘
于奉献的同志，各级组织要积极主
动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思
想、工作和生活上给予更多关心爱
护。

王继才生前是江苏省灌云县开
山岛民兵哨所所长。开山岛位于我
国黄海前哨，面积只有两个足球场
大，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985 年
部队撤编后，设立民兵哨所，但因
条件艰苦，先后上岛的 10 多位民
兵都不愿长期值守。1986 年，26
岁的王继才接受了守岛任务，从此

与妻子以海岛为家，与孤独相伴，
在没水没电、植物都难以存活的孤
岛上默默坚守，把青春年华全部献
给了祖国的海防事业。2014 年，
王继才夫妇被评为全国“时代楷
模”。今年 7 月 27 日，王继才在执
勤时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去世，
年仅58岁。

习近平对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要大力倡导爱国奉献精神
使之成为新时代奋斗者的价值追求

新华社上海8月6日电
记者 桑彤 潘清

交 8万元入会费就可换取“天
天涨停”的股票信息？付费进入
VIP 直播室就能享受“大师”“白
富美”的指点？……记者调查发
现，近来网络非法荐股大有抬头之
势，并且出现了一些新动向。与过
去的股市“黑嘴”不同，现在微
信、微博、直播间等新型社交媒体
上“点对点”的“荐股”方式更加
隐蔽，诈骗团伙的伪装术也不断升
级。

8万元换涨停信息？
是诈骗团伙设的套

去年 11 月，江苏淮安市盱眙
县公安局接到市民李某报案，称其
在网上加入了一个“牛股涨停”
群，群内成员纷纷表示，只需交 8
万元会员费就可享受专家一对一

“荐股”，且这些股票基本会涨停。
李某照做后发现未达到预期效益，
想讨要说法却被踢出该群。

盱眙县公安机关调查发现，去
年 10 月，上海某投资咨询公司因
无营业执照及资质被当地公安部门
查封，该公司员工把电脑和客户资
料带出，在昆山重新成立投资咨询
公司，以投资顾问、股票推荐为幌
子进行诈骗。

李某的遭遇并非个案。证监会
今年7月10日在其官网发布《警惕
互联网“非法荐股”风险》 一文
称，近期不法分子利用微信、微
博、网络直播室、论坛、股吧、
QQ等互联网工具或平台进行非法
荐股活动有所抬头。

记者在某款操盘手软件上看到
各种广告宣传语：“决战龙头股，
最后 2 天，1680 元，9 个月！8 月
份恢复 1680 元，6 个月！抢涨停，
7月特惠2680元！”

软件中，粉丝们排队给“股
神”点赞、打赏，更有甚者希望
进入 VIP 直播室获得更多资讯 。
此时，“股神”便提出需要收费：

“ 进 入 VIP 直 播 室 需 要 打 赏 6888
元!”

“刚交费时还是赚钱的，一段

时间后推荐的股票下跌的比比皆
是，最后亏了大概 5 万多元。”曾
受骗的河北股民秦先生对记者说。

藏身新型社交平台，
“点对点”欺诈更隐蔽

记者调查发现，随着网络技术
发展和社交工具更替，早年活跃在
各种论坛、股吧和博客中的股市

“黑嘴”开始变身，更频繁出现在
微信、直播间等新型社交平台上，
但“套路”却如出一辙，只是后者

“点对点”的传播方式显然更加隐
蔽，监管和查处的难度也更大。

“套路”一：在微信群、直播
间等社交平台塑造所谓的“专家”

“大师”“白富美”形象，利用概率
做文章，采取“千人千股”的方式
给投资人推荐股票，从而达到售卖
高额股票课程、收取高额会员费、
服务费的目的。

“事实上，骗子不仅赚取会员
费、服务费，他们还往往事先建
仓，并在微信群、直播间等实时
喊单，利用荐股诱骗散户跟风买
入，趁高点抛售获利出场。投资
者则成了接盘的‘韭菜’。”一位
私募基金经理告诉记者，投资人
一旦发现上当受骗，就会立刻被踢
出群。

“套路”二：荐股人员声称可
以免费帮助投资人诊断手上持仓
图、挖掘后市潜力股、推荐个股
等，采取先盈利后分成的合作方
式，在盘中全程指导投资者拉升股
的最佳买卖操作点。股票涨了他跟
着分红，股票跌了也不负任何责
任。

“套路”三：冒充正规金融证
券交易公司欺诈。骗子在微信群内
推销各类荐股软件、荐股平台，以
免费使用和高盈利为诱饵，将用户
导流到外部平台，参与贵金属、艺
术品、邮币卡等现货交易或境外期
货交易。实则他们的交易系统是伪
造的，并且可以在后台实时操纵行
情，伪造交易记录，欺诈用户大量
资金。

如何铲除网络非法荐
股“毒瘤”？

要想铲除网络非法荐股“毒
瘤”，必须要对相关违法行为加大
处罚力度，监管部门和社交媒体平
台也需共同努力，清除“股神”们
的生存土壤。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任远律师建议，对于通过散布所
谓内幕消息甚至虚假信息达到操纵
市场目的的违法者，不仅应重罚，

更应在行政处罚的基础上强化刑事
惩戒和民事追责。

根据网络安全法有关规定，网
络运营者应当依法采取技术措施和
其他必要措施，防范网络违法犯罪
活动；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管
理，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
或传输的信息，应当立即停止传输
该信息，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
止信息扩散。

微信今年 7月底宣称，半年来
对 8000 余个“荐股”微信群进行
限制群功能处理，并对 4000 余个
微信账号进行限制功能使用或限制
登录等处罚。微博也处置 13463个
含“荐股”关键词的用户，永久关
闭以广告形式将用户导流至微信、
微信公众号、QQ群、第三方交易
平台等非法荐股账号1045个。

当然，投资者也要提高自我防
范意识，谨防被夸张性宣传术语所
蒙蔽，同时摒弃“一夜暴富”的盲
目投机心态。证监会提醒，合法证
券期货经营机构名单可在中国证监
会、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期货业
协会网站查询，投资者应选择合法
机构获取相关投资咨询服务。

网络非法荐股

炒股邂逅“大师”骗你没商量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6 日电
近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
员会印发了 《关于集中治理诚信
缺失突出问题 提升全社会诚信
水平的工作方案》，组织中央文明
委有关成员单位，针对人民群众
普遍关注的诚信缺失问题，针对
经济社会领域出现的失信突出问
题，集中开展19项专项治理。

这次集中治理行动，包括电信
网络诈骗专项治理，互联网虚假信
息、造谣传谣专项治理，涉金融领
域失信问题专项治理和互联网金
融风险专项整治，生态环境保护失
信行为专项治理，扶贫脱贫失信问
题专项治理，无证行医、非法医疗

问题专项治理，假药问题专项治
理，拖欠工资问题专项治理，“不合
理低价游”专项治理，逃税骗税和

“假发票”问题专项治理，法院判决
不执行问题专项治理，交通运输失
信问题专项治理，论文造假、考试
作弊专项治理，骗取保险问题专项
治理，非法社会组织专项治理，慈
善捐助失信问题专项治理，营业性
演出市场虚假宣传及炒票问题专
项治理，“假彩票”问题专项治理，
假球黑哨、使用兴奋剂问题专项治
理等 19 项治理工作。每项专项治
理工作均明确牵头单位和参与单
位，并提出具体举措，确保落到实
处、取得实效。

中央文明委组织有关部门

集中治理诚信缺失突出问题

这是长江九江段的沿岸美景 （2016年5月18日无人机拍摄）。
九江拥有江西所有的长江岸线——152公里长江单边岸线，它是九

江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命脉”所在。为了“一岸翠绿”，江西把修复
长江生态环境摆在重要位置，全力推进长江大保护。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8
月 6 日，针对环境空气自动监测
数据造假问题，生态环境部联合

山西省政府对临汾市政府主要负
责人进行约谈。这是自 2017 年 1
月之后，临汾市再次被约谈。

针对环境监测数据造假

生态环境部约谈临汾市负责人

新华社南昌8月6日电 江西
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五次会议 8 月 6 日决定，接

受刘奇辞去江西省人民政府省长
职务的请求，任命易炼红为江西省
人民政府副省长、代理省长职务。

易炼红任江西省代省长

据新华社西安8月6日电
记者 李浩

刘天章，字云汉，1893年 12月
出生于陕西省高陵县（现为西安市
高陵区）一个农民家庭。1918 年夏
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进入化
学系学习。1919年作为北大学生会
负责人之一参加了五四运动。为此
他曾遭警察逮捕，但不久获释。

1921年 7月，经李大钊介绍加
入中国共产党。

1925 年秋，刘天章任中共豫
陕区委委员兼军委委员，与书记王
若飞一起创建了开封地区的党团
组织。

1927 年 2 月，刘天章受党派
遣，赴陕西任中共陕甘区委候补委
员，负责宣传工作，并兼任陕西《国
民日报》社长。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利用
《国民日报》揭露和批判蒋介石的

背信弃义，同年7月8日，被国民党
反动当局扣押。在狱中秘密组织监
狱党支部，他担任支部书记。1929
年夏，在蒋、冯分裂军阀混战的形
势下获释出狱。出狱不久，刘天章
被派往中共顺直省委宣传部工作，
任省委委员，公开身份是《天津商
报》总编辑。

1930年春，刘天章在天津又不
幸被捕。在狱中，他备受折磨，但坚
不吐实，一直未暴露自己的真实身
份和党的秘密，是年9月被释放。

1930 年 10 月，刘天章受中共
北方局派遣前往山西，参与领导恢
复和重建遭到破坏的山西党组织。
他先后担任中共太原特委书记、山
西省委书记、组织部长等职。

1931 年 10 月 21 日，刘天章等
因叛徒出卖被捕。

1931 年 11 月 13 日下午，刘天
章在太原英勇就义，时年 38岁。他
的战友赵九鹏曾赋诗撰文纪念他：

“太原闹革命，潜足亦潜行。义起平
定县，血染阜平城。赫光死奋勇，天
章受酷刑。火链盘腰烧，凛然贯长
虹。洒遍烈士血，山河换光明。光华
开昌运，是慰在天灵。”

四次被捕入狱的中共早期党员刘天章：

火链盘腰烧，凛然贯长虹

九江生态修复百里长江

8月 6日，杭州 2022 年亚运会会徽发布仪式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图为杭州 2022 年第十九届亚运会会徽
（8月6日摄）。 （新华社发）

杭州2022年第十九届亚运会会徽揭晓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6 日电
（记 者夏亮 张泽伟） 6 日 上
午，第十八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
表团成立动员大会在国家体育总
局召开，845 名中国健儿将参加
雅加达亚运会38个大项、376个
小项的比赛。

据了解，本届亚运会比赛共
设置40个大项465个小项，其中
32个大项、330个小项属于东京
奥运会项目。本届亚运会设项的
一个特点，就是尽可能向东京奥
运会靠近。同时，本届亚运会的
非奥项目设项尽可能体现亚洲特
色。

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除卡
巴迪和举重外的全部大项，即 38
个大项、376个小项。其中31个大
项、296 个小项为奥运项目。本届
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参赛队员以年
轻运动员为主，年龄最小的游泳
运动员王一淳只有13岁。

第十八届亚运会将于8月18
日在印尼雅加达开幕，巨港将扮
演协办城市的角色。

第十八届亚运会
中国代表团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