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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书香新城
让创意与匠心厚植城市内涵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让文化
根植东部新城，作为活动重要组成
部分——“书香新城，让阅读成为习
惯”，甬上知名网红书店梨枣书店将
在现场展示其风采并推介最新畅销
书、梨枣相关IP合作周边文创产品。

据了解，梨枣书店是由宁波文
化广场和当当网联合打造的大型综
合文化空间，集书店、美学生活、展
览空间和亲子互动于一体。书店围
绕阅读、艺术、生活、美食，探索在城
市发展的多种可能性，打破传统书
店刻板的文化印象，全方位打造新
时代个性思潮的发表平台。

除了书店引领，南山创意、淋感
花艺、素手匠心女红坊、十指手作、
彼得布、慢手作、中国茶叶、万印楼
等富有特色与创意的集市也联袂登
场，给市民一场匠心蕴藏与美好守
候的文化饕餮盛宴。

健体·活动东部
“运动生活，让活力注入城市”

全民健身运动的普及是一个国
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以健身
康体为出发点，倡导“全民健身”。在
东部新城这片宜居宜业的热土上，
让全民健身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为
这里生活、工作的人们提供全方位

健康运动的生活理念与方式。生活
展邀请了 Liking Fit 健身、心域美
体、睿态科技健身、青驰、千刻等泛
东部新城的专业健身机构、健身工
作室以及健康咨询机构等，接受区
域人群对健康运动相关知识的咨
询，并在现场针对市民需求，对身体
相关数据检测，作一定的正确运动
姿势指导。

另外，“倡享绿色，点亮未来——
与 BMW 宁波宝恒新能源产品体验
活动”和“与 BMW 宁波宝恒一同助
力绿色出行、共享蓝天白云活动”将
为整个活动赋予动能。宁波宝恒将在
现场提供三辆BMW新能源车型，倡
导绿色出行。同时，他们也会线上线
下开展绿色助力行动，线下开展闲置
冬衣、书本置换/捐赠，为玉树果青小
学的孩子们捐赠冬衣及书本。

宜居，魅力都市
“高质量，让品质生活更美好”

东部新城磅礴崛起，大量人才
涌入。特别近两年，东部新城在“筑
巢引凤”方面不遗余力，国际金融服
务中心、甬江人才创新中心等拔地
而起。今年 4 月 20 日，宁波向全球人
才发出谷雨之约，选址就在东部新
城的甬江人才创新中心，其 4月开园
以来截至 9 月底，已对接项目超过
300个，吸引35家人才企业和机构签
约入驻，其中包括复旦宁波创新中
心、新芽科技产业孵化器等 4家平台

机构，在谈项目超过 70个，交付使用
的 4 万平方米楼宇签约去化率超过
80%。

人才是第一资源，宜居则是他
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载体。生
活展上，融创、富邦房产、万科、金隅
地产、龙湖地产、恒大地产、中海地
产、金地集团等旗下楼盘积极参与，
产品类型丰富，刚性与改善性需求
者可选余地大。

臻和院坐落东部新城明湖版
块，建筑面积 120 平方米-270 平方
米,距市行政服务中心直线距离约
2.3 公里，在拥享城市核心 CBD 商
业、商务、文化配套的同时，以生态
为居住底色，营造低密、进退自如的
生活。联袂 GAD大师张微、澳洲 IPD
创 始 人 Marius Brits 及 其 设 计 团
队，用现代、东方、摩登的设计语境，
为宁波定制高端超前的人居生活作
品。

距离宁波金融服务中心最近的参

展项目是富邦控股集团开发的嘉宸
府，它对望国际航运中心，首次对外亮
相，相信足够吸睛。富邦·嘉宸府建筑规
模约8.3万平方米，采用新亚洲建筑风
格，立面是三层LOW-E玻璃设计，仅
108套纯粹的220平方米产品来定义
圈层，吊足精英人士的胃口。

属于大东部范围的大成郡，是
金隅地产在高新区开发的楼盘，该
地产中高端产品序列，打造十大高
新人居标准。可以说，它是区域内少
有的低密社区。

城市向东，山水资源总是让人
向往，来自东钱湖三个“网红”项目
也是各领风骚，万科·白石湖东三
期、龙湖坤和·天境、金地德信·湖成
大境特色鲜明，亮点纷呈。

白石湖东涵纳东钱湖和白石仙
枰山独一无二的湖山，与自然、东钱
湖、建筑、森林融为一体，并拥有下
沉式庭院，阳光首层私藏大片风景。
三期 117 席城市联排产在参展的同

时，也于今天开盘。
与白石湖东比邻而居的龙湖坤

和·天境，它是 2019 龙湖集团 TOP
系重要作品，根植东钱湖，依循原生
山脉，注入当代美学思考，仅规划
1.01 超低容积率，打造突破性别墅、
叠墅、洋房产品。

由金地、德信两大品牌开发商
联袂开发的湖成大境，可以说是占
据东钱湖新城人居“C位”，项目坐拥
生态湖山，与城市同步发展。其建筑
规模约 12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88 平
方米-128 平方米，为精英人士定制
高端智能未来都市生活。

“背靠繁华都会，面朝一线江
湾。”这是对中海地产的宁波湾·星
钻的描绘。它是中海 40 年大成钻系
作品，其 170 平方米-190 平方米纯
大平层住区，超越传统住宅尺度。项
目位于三江口核心，自带环宇城综
合体。

作为甬江科创大走廊的首发作

品，世纪滨江以“城市思维”的产品研
发理念，融合轨道交通 2 号线孔浦站
TOD 模式以及国际 CORNICHE 滨
水生活方式，同时将商业办公、滨水住
宅、城市广场、街道布网，以及江北文
创港等城市资源与城市未来规划相衔
接，创造时代腾飞的活力生活峡谷。

恒大集团于宁波钜制滨海旅居传
奇——恒大·御海天下也是一大亮点，
是现场展示的开发规模最大的项目之
一。项目位于宁波湾滨海休闲度假示
范区，其结合区位丰富原生资源，并糅
合现代滨海旅居需求，集萃恒大集团
23载品牌精华，依山傍海而建。

杭州湾新区的项目也是让人期
待，位于宁波杭州湾新区滨海新城核
心启动区中心位置的融创·杭州湾壹
号，依托融创的品牌引导力以及资源
整合能力，打造超百万方科创产城巨
擘，项目以融创智谷+TOD 邻里中心
双核驱动，建设包括花园办公、国际创
意社区等科创领域配套，要打造成为
长三角科创领域产城融合的品质人居
范本。

甬舟一体化
“助力打造高质量发展共同体”

推进甬舟一体化，是浙江省深度
参与长三角一体化的重大举措，是高
水平建设宁波都市圈的重大引擎，更
是实现舟山赶超发展的现实路径。本
报联合舟山日报，将在现场设置展点，
邀请舟山品牌住宅项目、旅游产品现
场推介、展示。其中以广宇集团为代表
的企业携产品参展。

（韩 郁）

精 彩 速 递
精彩节目嗨翻天，在三天活动中，

赫德学校师生乐队演奏、治愈系插画
师—辛安小分享会、蒂佰舞蹈拉丁舞
演出、千刻健体走秀将接连登场，既洋
溢着欢乐祥和的活动气氛，又带来人
气。

另外，现场还有农夫山泉植物酸
奶、纯天然食品等各类饮品食品品尝。

文创荟萃 健体汇聚 人居集聚 甬舟联动

乐享东部——高质量宜居宜业生活展今揭幕
地点：东部新城国际金融服务中心 时间：10月17日-10月19日

蓬勃发展的金融中心蓬勃发展的金融中心。。

“让城市有温度，让文化厚植城市内涵”，由本报主办的“乐享东部
——高质量宜居宜业生活展”今日在宁波国际金融服务中心登场。本次
活动包涵盖“文化·书香新城”“健体·活力东部”“宜居·魅力都市”“甬舟
一体化”四大板块，其间将穿插精彩纷呈的音乐会、艺术分享会、舞蹈绘
画表演等，从参展面积、参展企业、来源地域、形式内容等方面看，是宁
波国际金融服务中心迄今为止最具规模的一次展会。

作为市委市政府重点建设、优先发展项目之一的宁波国际金融服
务中心，在其约 77万平方米建筑空间维度里，集聚了银行、保险、证券
公司等具有法人性质的各类金融机构总部和地区总部，以及律师事务
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等金融配套服务机构。目前已入驻企业 80余家，常
驻办公人数 1万余人，是宁波东部新城首个集办公、酒店、商业为一体
的综合体旗舰。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新华社记者

俄罗斯总统普京 14 日至 15 日
访问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分析人士指出，普京中东之行进
一步增强了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
力。随着美国主导中东事务的能力
下降，俄罗斯更加积极主动参与中
东事务，地区格局正面临新平衡。

加强双边合作

普京 14 日与沙特国王萨勒曼
举行会谈，双方讨论了地区热点问
题，并商谈了经贸、能源、人文交流、
军事技术等领域的合作。

据俄媒体报道，两国签署涉及
经贸、能源等领域 20多项合作协议，
包括同意在石油输出国组织框架内
加强合作，以稳定全球原油市场。

萨勒曼说，两国就贸易投资与
合作达成的若干协议，特别是能源
领域的协议，将为两国带来巨大收
益。

而在阿联酋，普京的访问也颇

有成果。普京 15 日与阿联酋阿布扎
比王储穆罕默德举行会谈。会谈后，
两国领导人见证了双方签署 6 项合
作协议，总值超过 13 亿美元，主要
涉及能源、高科技和医疗卫生等领
域。

提升地区影响力

除了推进与沙特和阿联酋的双
边合作之外，普京此访也面向整个
中东地区。普京在出访前表示，俄罗
斯希望未来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与阿
拉伯世界的关系。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阿
拉伯与伊斯兰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多尔戈夫说，沙特是中东地区的重
要因素，俄罗斯与沙特走近会对俄
罗斯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产生积极
影响。

近年来，美国特朗普政府奉行
“美国优先”，把中东视为包袱，近期
还抛弃了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的盟友——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使
得美国在中东盟友中的信誉及影响
力急剧下降。而与此同时，俄罗斯则

不断推进与中东国家的合作，通过
外交军事经济组合拳不断提升影响
力。

叙政治分析人士伊赫桑评论
说，美军“抽身”叙利亚，俄罗斯迎来
巩固实力和拓展势力的好机会，地
区逊尼派强国沙特和扮演地区重要
经济角色的阿联酋无疑是合适的合
作伙伴，“沙特可以参与政治进程，
阿联酋则能够在叙重建等经济议题
上发挥作用”。

随着影响力提升，俄在中东事
务上的话语权也得到加强。俄罗斯
副外长波格丹诺夫说，俄罗斯已经
提出波斯湾地区集体安全构想，该
构想正在寻求更多探讨。

埃及资深媒体人士哈利德认
为，该构想将成为未来中东格局演
变的一个重要变量。

影响地区局势

普京访问期间与沙特和阿联酋
领导人讨论了叙利亚、利比亚、也门
和海湾安全形势等地区热点问题。
普京与萨勒曼会谈时表示，俄罗斯

与沙特加强协调对确保中东地区安
全与稳定至关重要。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阿
拉伯与伊斯兰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伊萨耶夫说，当前叙利亚局势已经
显著改变，许多阿拉伯国家逐渐与
叙利亚恢复关系。俄罗斯希望沙特
和阿联酋在叙利亚政治进程中发挥
作用。

叙利亚舆论认为，普京此访对
于解决叙利亚问题有推动作用。当
前，叙利亚政治进程举步维艰，普京
访问海湾地区被认为是为“推进下
一步军事行动、政治进程和经济重
建创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的重要
行动。

同时，也有分析认为，中东局势
长期以来深受域内外大国博弈影
响。随着俄罗斯加紧介入中东事务，
美国也不会甘心放弃自己的势力范
围，双方博弈恐将加剧。

沙特和阿联酋都是美国在中东
地区的重要盟国。这两个国家与俄
罗斯发展关系，显示出域内大国在
外交政策上的自主性越来越强，这
或将导致地区力量重新洗牌。

普京访中东提升影响力
地区格局面临新平衡

据新华社英国阿伯丁10月15
日电（记者桂涛）英国苏格兰政府首
席大臣、苏格兰民族党党魁妮古拉·
斯特金 15 日在阿伯丁表示，年底前
将正式要求英国政府同意苏格兰举
行二次独立公投，明年“必须”举行
公投。分析人士认为，在英国“脱欧”
背景下，苏格兰通过寻求独立避免
退出欧盟的呼声高涨，有意借“脱
欧”问题加速“脱英”进程。

执掌苏格兰地方政府的苏格兰
民族党年度党代会 15 日在阿伯丁
落下帷幕。斯特金在年会上正式提
出“独立时间表”。

民族党以寻求苏格兰独立为目
标，该党年会被一些政治观察家称
为“窥测苏格兰独立运动和二次独

立公投的绝佳窗口”。有人认为，年
会之所以选在阿伯丁举行，是因为
这座城市在随“脱欧”而再次汹涌的
苏格兰独立浪潮中扮演重要角色。

阿伯丁有“北海油都”之称。自
从北海发现石油后，阿伯丁就与众
多欧洲国家联系紧密。目前，阿伯丁
37 个国际航运目的地中，14 个是欧
洲国家。

与欧洲经济关系密切的阿伯丁
拥有众多“留欧派”。在英国“脱欧”
背景下，阿伯丁通过寻求苏格兰独
立避免退出欧盟的呼声再起。今年
8 月，阿伯丁举行了支持苏格兰独
立的大游行，组织方称游行人数超
过 1.2 万人。这是苏格兰近年来规模
最大的独立游行之一。

苏格兰借“脱欧”加速“脱英”

10月 15日，在美国华盛顿美航天局总部，一名身穿新一代宇航服的
工程师演示举手动作。美国航天局 15日发布了下一代宇航服，计划供宇
航员在2024年登月活动中使用。 （新华社记者 刘杰 摄）

美航天局发布下一代登月宇航服

据新华社瑞士苏黎世10月15
日电（记者刘曲）中国华为公司 5G
产品线总裁杨超斌 15 日表示，截至
目前华为已与全球客户签署了超过
60 份 5G 合同，其中半数来自欧洲
客户。他同时强调，5G 网络安全问
题属技术范畴，不应政治化。

由华为公司主办的第十届全球

移动宽带论坛当天在瑞士苏黎世开
幕。在论坛期间，杨超斌介绍，华
为从 3G 时代开始就与欧洲客户保
持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也是欧洲今
天能成为华为在中国以外最大 5G
市场的原因。目前华为在全球范围
内签署的 60 多份 5G 商业合同中，
来自欧洲客户的有 32 份。

华为半数5G合同来自欧洲

新华社东京10月16日电（记
者姜俏梅）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16
日表示，日中领导人之间的交流极
为重要，希望日中关系保持目前势
头。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安倍当天
在国会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回应公明
党议员平木大作的质询时作出上述
表述。他还强调，希望扩大 （日
中） 经济、青少年及所有层面的交
流。

最近，安倍多次就日中关系作
出积极表态。本月 4 日，安倍在众
参两院会议上发表施政演说时强
调，要开辟日中新时代，将日中关
系推向新阶段。9 月 26 日，中国驻
日本大使馆在东京举行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招待会，安
倍发来视频贺词说，他坚信日中携
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课题，共同为
国际社会作出贡献，对构筑两国未
来具有重要意义。

安倍希望日中关系保持目前势头

据新华社华盛顿10月15日电
（记者刘阳 孙丁） 美国总统特朗
普 15 日致信国会，否决了后者此
前通过的关于结束美南部边境“国
家紧急状态”的决议。

特朗普在信中说：“南部边境
仍是罪犯、帮派成员和违禁毒品进
入美国的主要途径”，“南部边境的

情况仍然紧急，需要我们的部队帮
助应对那里的局势。”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
表示，参议院本周内将就特朗普
的否决进行投票。美国舆论普遍
认为，反对者在参议院将难以获
得足够的赞成票以推翻特朗普的
否决决定。

特朗普否决美国会
结束南部边境紧急状态决议

据新华社安卡拉10月16日电
（记者施洋 郑思远） 土耳其总统
埃尔多安 15 日晚表示，拒绝美国
总统特朗普提出的与叙利亚库尔德
武装停火的提议，但同意与美国保
持对话。

在结束对阿塞拜疆的访问返回

土耳其的途中，埃尔多安对土耳其
媒体表示，特朗普在 14 日与他通
电话时表示，希望调停土耳其与叙
北部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
的冲突，并表示美副总统彭斯 16
日计划前往土首都安卡拉磋商此
事。

土总统拒绝特朗普
有关与叙库尔德武装停火的提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