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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银保监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宁波银保监局批准，换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
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奉化区

溪口银凤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33020033

许可证流水号：638825

批准成立日期：2004年12月15日

营业地址：宁波市奉化区溪口镇中兴中路119号

电 话：87950977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发证机关：宁波银保监局

发证日期：2019年10月18日

因海曙区重点项目高桥镇芦港二期 B，C 地块
（海曙区高桥镇重点工程拆迁安置房项目）工程建
设需要，确保该工程顺利实施，需封闭高桥东路

（学院路-上施路）段道路，长度大约 200 米。道路
封闭预计时间:2019 年 12 月 1 日-2022 年 11 月 30
日，在此期间，过往行人车辆请绕行。由此带来不
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海曙区高桥镇人民政府

2019年11月18日

封
路
公
告

关于G1504宁波绕城高速公路外圈
临江出口临时封闭的交通管制公告

（2019年第105号）

为保障 G1504 宁波绕城高速公路外圈（小港往临江方
向）临江出口匝道桥梁伸缩缝应急抢修施工的顺利实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的有
关规定，决定实施以下交通管制：

2019 年 11 月 23 日 21:00- 2019 年 11 月 24 日 06:00，
G1504 宁波绕城高速公路外圈（小港往临江方向）临江出口
匝道关闭，禁止车辆通行。

受限车辆可在下一出口下高速后返回临江出口或绕
行地面道路。

如遇天气等特殊原因，施工顺延。
受交通管制影响的单位和市民请提前安排好工作和

生活，选择好出行线路，并遵照现场交通指示标志，安全出
行。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宁波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
宁波交投公路营运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8日

计划停电预告
11月 25日 星期一 海曙：中瑞物流、薛发、凤岙

村一带（8:30-16:00）石碶街道:东奥汽车 5310200288、乐
群电子 5318016056、海曙区城市排水 5320268290（8:30-
16:00）董家桥村一带、昌吉、人民政府（8:30-18:30）

11月26日 星期二 江北：庄桥街道华峰机械（8:
30-15:30）

11 月 27日 星期三 海曙：乾盛（8:30-16:00）江
北：甬江街道路邻村一带，科杰建筑、常洪大酒店、路林
村委员会、甬江工业区市政前期 2、沃神光伏、华达工艺、
市政前期 3（8:30-13:30）

11月 28日 星期四 海曙：维优电器、双银村一
带、荣富机械、佳达、家鑫、欧乐、欣爱、和美基业、和美、
佳技、赛兴、晓凡、深溪村一带、永腾、妧腾、长江、赛兴、
灵泉寺（8:30-16:00）乌岩村一带、凤林村一带、横街村一
带、应山村一带、半山村一带、皎山牛场、歌丽思、绿宝、
绿宝、佳艺、恒洲升、（8:30-16:00）古林镇:城综古林 9 号
公 变 ，城 综 古 林 43 号 公 变 ，华 达 5318057812，奇 晴
5310010058，电信 5310223910，施家 3 号公变，城综古林
44 号公变，城综古林 22 号公变（7:30-15:00）古林:良和交
通 5320396226、东杨 2 号公变、东杨 9 号公变、洛兹家居
5320028031（8:00-15:30）利珠、助剂、檀然、灿阳、周嘉、
成田（8:30-14:30）。江北：洪塘街道地铁产业、排水公司
泵站、通途路灯箱变、两江景观 1 号（8:30-16:30）

11 月 29 日 星 期 五 海 曙 ：石 碶 街 道: 波 琴
5318085724、凯雯日用品 5320128167、葑水港 3 号公变、
葑水港 10 号公变、宏浩 5318036317、凯源 5318088913、平
锦 5310200415、葑水港 11 号公变、帝卡罗 5318092713、夏
伟 5320005712、晨光 5320041789、嘉汇 5320261567、葑水
港 2 号公变、夏伟塑胶 5320288250、葑水港 13 号公变、葑
水港 9 号公变、惠东 5318087922、永安 5310210481、葑水

港 6 号公变、青森 5318032806、恒特 5320142586、葑水港 8
号公变、葑水港 12 号公变、其峰 5310200416、葑水港 1 号
公 变 、丽 赢 5320129206、颖 和 5318000416、麦 中 林
5318000543、泰泰爱 5310602959（8:00-14:30）石契街道:
麦 中 林 5320301202、斯 普 澜 5320012109、华 鑫
5310601198、贝 蒙 5318000761、索 拉 5310604164、开 赏
5318070651、维 冠 5318055045、康 华 5310210660、花 园
5318055045（8:00-14:30）。江北：慈城镇惠之星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8:00-16:00）

增加：
11 月 18 日 星 期 一 海 曙 ：古 林 镇: 长 禾

5320211913、毛岙村 2 号公变（9:00-17:00）
11月19日 星期二 海曙：卖面桥村一带、宁波市

政建设集团、奥嘉达、捷顺、华鹰、太星、紫杨、东芳、鼎
文、华森（8:30-16:00）

11月 20日 星期三 杭州湾新区：海南村部分地
区、富北村部分地区、申发化纤、欣捷建设、庵东镇人民
政府（东二小学）、大地多孔砖材厂、新生代机械设备、云
帆金属、华顺塑胶容器、祥权轴承厂（8:30-12:20）

11月21日 星期四 海曙：聚力、奥嘉达、雄达、卖
面桥村、市政箱变、华达、卖面桥村一带（8:30-16:00）万
华村一带、风灵（9:00-14:00）。杭州湾新区：滩涂开发有
限公司（9:00-11:00）

11月22日 星期五 海曙：岐阳村一带、预拌混凝
土、正隆（8:30-16:00）。杭州湾新区：富北村部分地区、展
驰机械设备、黄群金属制品厂、飒神通用机械厂、金飒金
属制品（13:00-16:00）

11月23日 星期六 江北：洪塘街道宁兴特钢（8:
30-15:30）

取消：
11月 21日 星期四 江北：慈城镇惠之星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8:00-15:50）
宁波供电公司

网址：95598.zj.sgc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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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峥嵘岁月

2007 年 10 月 15 日至 21 日，中
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
开，大会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
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
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新胜利而奋斗。大会通过了胡锦涛
代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
奋斗》的报告。

报告全面回顾了改革开放的伟
大历史进程，把新时期近 30 年来党
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相结合的全

部伟大成果集中起来，
把党经历的新考验、获
得的新经验、引发的新
觉醒集中起来，深刻揭
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的科学内涵。改革开放以
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
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
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

中共十七大向党内外、国内外
宣示了在改革发展关键阶段我们党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
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
续前进等重大问题，勾画了我国未
来改革发展的宏伟蓝图，表明了我
们党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事业的坚定决心和信心。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中国共产党十七大：
高举旗帜继续奋斗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经
习近平主席批准，中央军委日前印
发 《关于加强军队党的政治建设的
意见》。

《意见》 指出，要贯彻思想建
党、理论强党要求，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牢固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
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
负责制。加强政治能力训练，增强
党组织政治功能，提高党员干部特
别是领导干部把握方向、把握大
势、把握全局的能力和辨别政治是
非、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
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着力提
高党委领导备战打仗能力，坚决铲

除和平积弊，全面提升打仗本领。
《意见》 强调，要纯正政治生

态，深化政治整训，全面彻底肃清郭
伯雄、徐才厚、房峰辉、张阳流毒影
响。从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军
委十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深化运
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一体推进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牵住责任
制这个“牛鼻子”，全面落实党委主

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推动管党
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

《意见》 要求，要担负起加强
党的政治建设的重大政治责任，坚
强组织领导，常态监督检查，推动
军队党的政治建设取得扎实成效，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提高
我军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
质量。

中央军委印发

《关于加强军队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综
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国家主席
习近平 14 日在巴西利亚出席金砖
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时，就当
前香港局势表明中国政府严正立
场。海外各界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
的重要讲话，纷纷表示应警惕香港
暴行演变为恐怖主义，止暴制乱是
香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
长安德烈·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习近
平主席的讲话释放出信号，表明中
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
利益的决心毫不动摇，反对外部势
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

这是明确警告外部势力不要干涉中
国内政。

尼泊尔知名学者、加德满都法
学院院长尤巴拉杰说，习近平主席
的讲话是一位负责任的领导人的宣
言。香港毫无疑问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始终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日本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
主任濑口清之说，习近平主席在讲
话中提出“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
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我深有同感。
当前的暴力示威活动已经让香港市
民的生活饱受困扰，尽快还给市民安
心生活的环境是最紧要的任务。

新西兰惠灵顿中国和平统一促

进会会长高和军表示，习近平主席
的讲话为稳定香港局势指明了方
向，新西兰华侨华人对此高度拥护。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的稳定和
繁荣符合包括香港人民在内的全体
中国人民的利益。暴力示威活动已
经严重影响香港的经济发展和市民
生活，全球华人绝不答应。

古巴官方通讯社拉美社报道
说，习近平主席就香港局势发表的
讲话向企图干涉香港事务的外部势
力表明了中国政府的明确立场，强
调香港应尽快结束乱局，恢复社会
稳定。

马来西亚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副

会长颜天禄说，习近平主席的讲话
表明香港必须尽快止暴制乱、恢复
秩序。法治被视为社会经济繁荣和
人民安居乐业的基石。香港持续发
生的激进暴力犯罪行为必须受到严
惩遏止，还这颗“东方之珠”璀璨光
芒。

柬埔寨政府发言人帕西潘说，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就当前香港局势
表明中国政府严正立场，我对此表
示高度认同。他认为，暴力活动已经
严重影响了香港的经济和旅游发
展，严重影响了香港市民的正常生
活。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民心
所向。

止暴制乱是香港当前最紧迫任务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就香港局势发表的重要讲话

11月 17日 18时，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快舟
一号甲运载火箭，以“一箭双星”的方式成功将全球多
媒体卫星系统 α 阶段 A、B 卫星 （KL-α-A、KL-α-
B） 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任务获得圆满
成功。 （新华社发）

全球多媒体卫星系统α阶段
A、B卫星成功发射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11
月 16 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
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应约与美国贸

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
通话。双方围绕第一阶段协议的各
自核心关切进行了建设性的讨论，
并将继续保持密切交流。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双方牵头人通话

据新华社巴黎 11 月 16 日电
（记者唐霁）法国“黄马甲”游行示威
者 16 日在巴黎、南特和里昂等多个
城市与警方发生严重冲突。巴黎警
方当天逮捕了 147 名暴力示威者。

据法国《费加罗报》报道，部分
打砸抢分子在巴黎的意大利广场、
莱阿勒购物中心等地，破坏商店、银
行、酒店和其他公共设施，警察对其
进行驱散并与之发生严重冲突。鉴
于意大利广场上暴力活动升级，巴

黎警察局从当天下午开始取消了该
广场的游行许可。

受游行活动影响，巴黎地铁市
中心多站临时关闭。部分游行示威
者还冲上了巴黎环城公路，造成环
城交通一度阻塞。

法国“黄马甲”运动始于 2018
年 11 月 17 日，起因是抗议政府上调
燃油税。该运动每周六举行游行示
威，其间多次发生严重暴力打砸事
件和警方与游行队伍的激烈冲突。

巴黎警方逮捕上百名暴力示威者

据新华社广州 11 月 17 日电
（记者吴涛）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
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建平在
第四届 （2019） 中国人因工程高峰
论坛上说，我国将在 2022 年前后
完成空间站建造并开始运营，空间
站的近期规模为 100 吨，可载 3 人。

“空间站建设的主要目标，是
使我国成为独立掌握近地空间长期
载人飞行技术，具备长期开展近地
空间有人参与科学实验和综合开发
利用太空资源能力的国家。”周建
平说。

周建平说，我国空间站建造将
遵循符合国情和体现国家发展战略
目标等原则，利用当代先进技术，
重视应用效益、追求运营经济性、
规模适度，目前初定的空间站设计

规模为 100 吨，可载 3 人，并预留
拓展空间。

据介绍，空间站未来将成为我
国开展空间科学研究的主要平台，
其在科学技术方面有三个目标：一
是掌握大型空间设施的建造和运营
技术，达到或接近国际空间站水
平，并能利用当代的技术成果，发
挥后发优势实现超越。

二是掌握航天员经常在轨飞行
的生活和健康保障技术。在空间站
建设和应用中，人是核心因素。只
有使航天员能健康地生活，才能保
障其高效地工作。

三是建设国家太空实验室，为
科学家提供高水平科学研究平台，
以期能达到在科学方面若干领域实
现重大突破的目标。

我国计划2022年前后
建成可载3人的空间站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不断丰富和发展“一国两制”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保持香
港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国梦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在巴西利亚出席金砖国家领导
人第十一次会晤时，国家主席习近
平就当前香港局势发表重要讲话，
指出激进暴力犯罪活动严重挑战

“一国两制”原则底线。我们绝不
容忍任何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
线的行为，对公然挑战“一国两
制”原则底线的违法犯罪活动，都
必须坚决依法惩治。

5 个多月来，在反对派的蛊惑
煽动和外部势力的插手干预下，香

港出现持续不断的街头暴力活动。
一些人甚至公然鼓吹“港独”，喊
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
号，肆意侮辱国旗、国徽和区徽，
包围和冲击中央政府驻港机构和立
法会、政府总部，目的就是要搞乱
香港、瘫痪特区政府，进而夺取特
区的管治权，把香港变成一个独立
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最终使“一
国两制”名存实亡。今天，摆在我
们面前的，是一场维护“一国两
制”和破坏“一国两制”的斗争，
在这个关乎国家主权、关乎香港前
途命运的问题上，没有任何中间地
带，没有半点妥协余地。

“一国两制”是一项开创性事
业，对中央来说是治国理政的重大
课题，对香港和香港同胞来说是重
大历史转折。事实证明，“一国两
制”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的

最佳方案，也是香港回归后保持长
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是行得
通、办得到、得人心的。同时，

“一国两制”作为一项制度创新，
与其他任何新生事物一样，也需要
在实践中经受检验，并不断加以完
善。这场修例风波暴露出香港政
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存在的一些
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也进一步凸显
了完善香港治理制度的必要性和紧
迫性。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
方针，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一国两
制”制度体系，不仅符合政治制度
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也必将有助
于“一国两制”航船行稳致远。

特别要看到，“一国两制”是
一个完整的概念。其中，“一国”
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
本，本固才能枝荣。在香港贯彻落
实“一国两制”方针，有“三条底

线”绝对不能触碰：绝对不能允许
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绝对不能
允许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别行政
区基本法权威、绝对不能允许利用
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
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要低估中央
政府和全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安
全、统一，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坚
强意志和坚定决心。试图触碰挑战

“三条底线”、干扰破坏“一国两
制”，注定是妄想，注定是徒劳，
也注定是会彻底失败的。

风雨过后见彩虹。我们坚信，
有中央政府和全国 14 亿人民作为
最坚强后盾，香港一定能战胜任何
风险挑战。香港必将继续沿着“一
国两制”方针和香港基本法的轨道
稳步前进，与祖国内地共同开创中
华民族更加美好的明天。

(载11月18日《人民日报》)

绝不允许任何人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

据新华社上海 11 月 17 日电
（记者成欣 孙丽萍） 世界媒体峰
会第四次主席团会议将于 18 日在
上海举行, 来自 11 个国家的 13 家
媒体机构负责人将出席会议。

据峰会秘书处负责人介绍，本
次会议将由世界媒体峰会执行主
席、新华社社长蔡名照主持。主席
团成员法新社、半岛媒体集团、美
联社、英国广播公司、共同社、南
非纳斯帕斯传媒集团、路透社、巴
西圣保罗报业集团、俄罗斯卫星通
讯社、塔斯社、《印度教徒报》 集
团、新华社和特邀媒体意大利安莎

社等媒体机构负责人将出席会议。
世界媒体峰会由新华社、新闻

集团、美联社、路透社、塔斯社、
共同社、英国广播公司等 9 家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媒体机构共同发起。

首届世界媒体峰会于 2009 年
10 月 8 日至 10 日在北京举行，来
自世界各地的通讯社、报刊、广
播、电视、网络等各种媒体形态的
170 多家传媒机构与会，会议通过
了 《世界媒体峰会共同宣言》。第
二 届 峰 会 于 2012 年 在 莫 斯 科 举
行。第三届峰会于 2016 年在多哈
举行。

世界媒体峰会第四次
主席团会议将在上海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