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象保合作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系宁

波保税区管委会所属国有综合性投资公司，

于2014年 4月 14日正式登记成立，注册资

本10亿，主要承担宁波象保合作区授权范围

内的国有资产投资、经营与管理，以及区域

产业招商、园区土地综合开发、基础设施投

资建设及管理等任务。

为满足企业业务发展需要，宁波象保合

作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拟公开招聘2019年优

秀应届毕业生与社会从业人员共4名。要求

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高考统招

时须第一批次录取。1989年1月1日以后出

生，社会从业人员须于2017年6月及以后全

日制最终学历毕业。符合招聘岗位所需的专

业及其他要求。

宁波象保合作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宁波象保合作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

宁波象保合作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7日

具体招聘详情及报名方式请登录宁波人才网 （www.nbrc.com.cn）、

宁波保税区管委会网站（www.nftz.gov.cn）查看。

咨询电话：0574-89510081、13616591685

报名截止时间：2019年9月12日下午6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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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人数

1人

2人

1人

岗位要求

1.经济类等相关专业；
2.熟练掌握一门外语；
3.熟练应用Office办公软件，具有出色的沟通能力，良好的语言表达及公文撰写能
力，善于协调、沟通和组织策划；
4.大学期间担任过班委；院(系)学生会(团组织)或校学生会(团组织)副部长(副书记)
及以上职务的优先考虑。

1.建筑或土木工程、道路桥梁工程等相关专业；
2.大学期间担任过班委；院(系)学生会(团组织)或校学生会(团组织)副部长(副书记)
及以上职务的优先考虑；
3.具备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

1.经济类等相关专业；
2.熟练掌握一门外语；
3.熟练应用Office办公软件，具有出色的沟通能力，良好的语言表达及公文撰写能
力，善于协调、沟通和组织策划；
4.大学期间担任过班委；院(系)学生会(团组织)或校学生会(团组织)副部长(副书记)
及以上职务的优先考虑。

尊敬的客户：
为给您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我行将于 8 月

30日2000-8月31日2000进行机房搬迁。
搬迁期间，本行宁波地区和台州地区网点柜面业

务、自助银行设备、移动POS机具等将暂停服务。
在此期间，本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微信银行可

正常使用，如有资金需求，可通过他行自助设备支取。

如需其它业务咨询或帮助，请致电95528客户服务热线。
请您根据自身需要提前做好有关安排，由此带来的

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分行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浦发银行宁波分行关于临时暂停有关服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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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办公厅文件
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宁波市流动人口居住证申领
和量化积分申评政策有关内容的通知

（甬政办发 〔2019〕 53号） ……………………………… （3）
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放宽我市户口准入条件的
通知

（甬政办发 〔2019〕 54号） ……………………………… （4）
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宁波市创建“一带一路”中
国-意大利 （宁波） 园区行动方案 （2019—2025年） 的通知

（甬政办发 〔2019〕 55号） …………………………… （5）
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宁波市人民政府 2019年度重
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

（甬政办发 〔2019〕 56号） ……………………………… （22）

部门文件
宁波市水利局 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宁波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关于划定宁波市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保护范围
的通知

（甬水排 〔2019〕 6号） ………………………………… （23）
宁波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宁波市市级财政专户资金定期存款管
理办法的通知

（甬财政发 〔2019〕 315号） …………………………… （24）
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宁波市财政局关于 2019年调
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

（甬人社发 〔2019〕 57号） ………………………………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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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北 京 8 月 26 日 电
2019 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 26
日在重庆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致
贺信，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
贺。

习近平指出，当前，以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
现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推进，智能

产业快速发展，对经济发展、社会
进步、全球治理等方面产生重大而
深远影响。

习近平强调，中国高度重视智
能产业发展，加快数字产业化、产
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
道，共创智能时代，共享智能成
果。

2019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召开

习近平致信祝贺

据新华社香港 8 月 26 日电
25 日下午到晚间，香港激进示威者
将暴力升级，在荃湾街头向警务人员
投掷砖头和汽油弹，聚众围攻并追打
警员，大肆破坏道路设施，打砸沿途
多间店铺。香港主流舆论和社会各界
均表示，严厉谴责这种严重损害香港
社会和谐安定的暴力行为。

《大公报》 26 日发表社评表
示，蒙面暴徒肆虐香江，残忍行径
令人发指，完全暴露“颜色革命”特
征，开始出现恐怖主义苗头，严重破
坏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严重威胁
市民旅客生命财产安全，严重毒害
涉世未深的青少年，严重挑战“一国
两制”原则底线。香港，正面临回归
以来最为严峻的险恶局面，到了悬
崖深渊就在身后的紧要关头。

社评表示，面对乱局，特区政
府要敢于和善于运用各种法律手
段，果断拘捕违法暴力分子，严格
依法惩治罪犯，对暴力行为露头就
打，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同时，爱
国爱港力量要进一步行动起来，各
政团、团体、界别要更加勇敢地站
出来，以狮子山下的团结精神，汇
聚“反暴救港”的强大合力。

《文汇报》 社评表示，暴力冲
击再升级，暴徒故意把暴力冲击引
到居民区、商业区，增加警方执法
困难，刻意激化警民矛盾。暴力冲
击升级的更大企图，是破坏当前转
趋平静的局面，令特区政府难以通
过对话修补撕裂、解决纷争，让香
港无休止地乱下去。要阻止暴力持

续和升级，民意是最关键的因素之
一。广大市民必须认清纵暴派升级、
延续暴力冲击的险恶居心，更坚决
支持特区政府和警方止暴制乱，阻
止香港滑向玉石俱焚的深渊。

社评呼吁广大市民明是非、分
正邪，坚定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
府依法施政，坚定支持警方严正执
法和司法机关公正司法，团结一心
止暴制乱、恢复秩序。

香港最大政团民主建港协进联
盟 （民建联） 强烈谴责部分激进示
威者在过去两日的集会游行后破坏
社区安宁及把暴力升级的行为。民
建联主席李慧琼表示，示威者堵塞
道路、破坏公共设施，并朝警员投
掷汽油弹和砖头，堪称无法无天。
她重申支持警方执法，恢复社会秩
序，呼吁公众要向激进暴力及违法
行为说“不”。

特区立法会议员陈克勤表示，
在荃湾暴力事件中，警员在生命受
到威胁的情况下向天开枪，是完全
合情合规的反应。他建议警方增加
使用“人群管理特别用途车辆”，
即俗称的“水炮车”，拉远与示威
者的距离，保障前线警员安全，避
免流血事件发生。

香港警察队员佐级协会表示，
在周末的暴力事件中，暴徒恶意毁
坏包括价值不菲的路灯及交通灯在
内的公共设施，肆无忌惮打砸商铺
及汽车，围殴持不同意见的路人等。
对于这些目无法纪的违法行为，协
会感到极度愤慨，予以严厉谴责。

香港舆论和社会各界谴责
激进示威者的暴力升级行为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26日电
（记者温馨）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26 日表示，中国经济已深度融
入全球市场。即使所谓美国企
业撤出中国，自然会有别人填
缺 补 位 ， 最 终 受 损 的 还 是 美

国。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五发推特
称，我命令伟大的美国公司立即开
始寻找在华经营的替代方案，包括
从中国迁回美国并在美生产。中方

对此有何回应？
耿爽说，美方有关言论发出

后，美国股市及大宗商品价格大幅
下跌。美国各界人士纷纷表示反
对，国际社会也对这种极限施压的
做法表达了担忧。

耿 爽 表 示 ， 中 美 建 交 40 年
来 ， 两 国 经 济 已 经 形 成 你 中 有
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和互惠
互利关系。强行让中美经济“脱
钩”，势必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安全，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动荡，
危及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增长。
这 种 做 法 与 市 场 经 济 规 律 相 违
背、与自由竞争规则相违背、与
经济全球化潮流相违背，必将遭
到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所有利益
攸关方的质疑和反对。

外交部评“美国企业离开中国”：

奉劝美方三思而行，切勿意气用事

新华社北京 8 月 26 日电
日前，国务院印发 《中国 （山
东）、（江 苏）、（广 西）、（河
北）、（云南）、（黑龙江） 自由贸
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以下统称

《总体方案》）。
《总 体 方 案》 指 出 ， 在 山

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
黑龙江等 6省区设立自由贸易试
验区，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
重大决策，是新时代推进改革开
放的战略举措。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新
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主
动服务和融入国家重大战略，更
好服务对外开放总体战略布局，
把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新时代改

革开放的新高地。
《总体方案》 提出了各有侧重

的差别化改革试点任务。山东自贸
试验区围绕加快推进新旧发展动能
接续转换、发展海洋经济，形成对
外开放新高地，提出了培育贸易新
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海洋特色产
业和探索中日韩三国地方经济合作
等方面的具体举措。江苏自贸试验
区围绕打造开放型经济发展先行
区、实体经济创新发展和产业转型
升级示范区，提出了提高境外投资
合作水平、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
支撑和支持制造业创新发展等方面
的具体举措。广西自贸试验区围绕
建设西南中南西北出海口、面向东
盟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形成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
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提出

了畅通国际大通道、打造对东盟合
作先行先试示范区和打造西部陆海
联通门户港等方面的具体举措。河
北自贸试验区围绕建设国际商贸物
流重要枢纽、新型工业化基地、全
球创新高地和开放发展先行区，提
出了支持开展国际大宗商品贸易、
支持生物医药与生命健康产业开放
发展等方面的具体举措。云南自贸
试验区围绕打造“一带一路”和长
江经济带互联互通的重要通道，建
设连接南亚东南亚大通道的重要节
点，推动形成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
辐射中心、开放前沿，提出了创新
沿边跨境经济合作模式和加大科技
领域国际合作力度等方面的具体举
措。黑龙江自贸试验区围绕深化产
业结构调整，打造对俄罗斯及东北
亚区域合作的中心枢纽，提出了加

快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推进创新驱
动发展和建设面向俄罗斯及东北亚
的交通物流枢纽等方面的具体举
措。

《总体方案》 强调，自贸试验
区建设过程中，要强化底线思维和
风险意识，完善风险防控和处置机
制，实现区域稳定安全高效运行，
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充
分发挥地方和部门积极性，抓好各
项改革试点任务落实，高标准高质
量建设自贸试验区。各地方要加强
地方立法，完善工作机制，打造高
素质管理队伍。各有关部门要及时
下放相关管理权限，给予充分的改
革自主权。要加强试点任务的总结
评估，加强政策的系统集成性，形
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
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我国在6省区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26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
会议 26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闭幕。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
订的药品管理法，关于修改土地
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

定，资源税法。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
签署第 31、32、33 号主席令予以公
布。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

常委会组成人员 167人出席会
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中

华人民共和国和斯里兰卡民主社会
主义共和国引渡条约》的决定，关
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
会主义共和国引渡条约》的决定。

会议经表决，免去韩晓武的第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职

务，任命汪铁民为第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
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
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等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