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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下 2020年8月1日 星期六 广告

北斗闪耀，泽沐八方。北斗三号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暨开通仪式昨
日上午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
席仪式，宣布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
系统正式开通并参观北斗系统建设发
展成果展览展示，代表党中央向参与
系统研制建设的全体人员表示衷心的
感谢、致以诚挚的问候。

仪式结束后，习近平等来到人
民大会堂河北厅，参观北斗系统建
设发展成果展览展示，听取工程建
设、运行服务、应用推广、国际合作
和发展展望介绍。体现北斗系统自
主创新自主可控重要成果和规模
化、市场化、产业化应用以及国际化
进程的展板和展品，吸引了习近平
的目光，他不时驻足察看，详细询问
有关情况。

习近平充分肯定北斗系统特别
是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设
取得的成就。他指出，北斗三号全
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建成开通，充分
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对提升我国综

合国力，对推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
件下我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对
推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下我国对外
开放，对进一步增强民族自信心、努
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6年来，参与
北斗系统研制建设的全体人员迎难
而上、敢打硬仗、接续奋斗，发扬“两
弹一星”精神，培育了新时代北斗精
神，要传承好、弘扬好。要推广北斗
系统应用，做好确保系统稳定运行
等后续各项工作，为推动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北斗系统是党中央决策实施的
国家重大科技工程。工程自1994
年启动，2000年完成北斗一号系统
建设，2012年完成北斗二号系统建
设。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全
面建成并开通服务，标志着工程“三
步走”发展战略取得决战决胜，我国
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拥有全球卫
星导航系统的国家。目前，全球已
有120余个国家和地区使用北斗系
统。 据新华社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日提出推
迟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投票日期的可
能性，理由是邮寄投票将使大选结果

“不准确”和“具欺骗性”。但随后他又
称不希望推迟选举。特朗普这番表态
所为何在？美国会推迟大选日期吗？

特朗普说了啥？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称，邮寄
投票是一场灾难，是外国干预（美国）
选举的一种简单方式。他声称，通过
广泛的邮寄投票，“2020年将是历史
上最不准确和最具欺骗性的选举。
这将使美国非常难堪。”但特朗普未
就他关于邮寄投票的说法提供证据。

特朗普随后以问句形式提出：
“推迟选举，直到人们能够适当、有保
障地、安全地投票？？？”

在遭到广泛反对之后，特朗普当
天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说：“必须
在选举夜知道选举结果，而不是几
天、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邮寄选票
计票通常比现场投票计票慢。

此外，特朗普在当天下午的白宫
记者会上说：“我想看到（选举）日期
变更吗？不。但我不想看到一场不
公正的选举。”

为何提出推迟大选？

眼下，距离美国大选不足百日，
美国新冠疫情却仍在恶化中。民调
显示，由于对疫情和种族不平等问题
应对不力，一段时间以来，特朗普在
全国主要民调和关键摇摆州民调中
支持率显著落后于其民主党对手、前
副总统拜登。疫情也使得两党选战
难以按照传统方式展开，这对擅长大
规模竞选集会造势的特朗普不利。

近些年来，美国大选邮寄投票比
例趋升，但远远低于现场投票。受疫
情影响，今年预选阶段多州邮寄投票
比例激增，普遍预期11月大选时邮
寄投票选民人数将达美国历史最高
水平。民调显示，共和党选民更倾向
于现场投票，而民主党选民因疫情原
因更倾向于邮寄。如果邮寄选票数
量足够庞大，即便现场投票特朗普占
优，选举最终结果也可能发生逆转。

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7月30日
称，特朗普提出推迟大选可能犯了一
个“战术错误”，表明他“竞选连任的弱
势地位”，“一个处于强势地位的人永远
不会提出这样的建议”。另有分析人士
认为，特朗普并未当真指望选举能被推
迟，而是在为质疑可能对他不利的选举
结果作铺垫。此外，面对疫情和经济跌
幅双创纪录，制造新的新闻热点有助于
在一定程度上转移选民注意力。

推迟大选的可能性大吗？

根据美国宪法，规定总统选举日
期、地点和方式的权力归国会参众两
院所有，且国会有权进行修改，而总
统没有这些权力。因此，在法律层
面，特朗普没有权力推迟总统选举。
由于国会众议院由民主党掌控，特朗
普推迟选举的可能性非常低。

特朗普建议推迟大选后，来自共
和、民主两党的多名国会议员表示反
对。国会参议院多数党（共和党）领袖
麦康奈尔说，美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更
改总统选举日期的情况，将采取措施保
证选举按原计划在11月3日举行。

众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则在社
交媒体上发布了美国宪法关于授权国
会设定总统选举日期的内容，驳斥特朗
普。加利福尼亚州联邦参议员、民主党
副总统候选人热门人选卡马拉·哈里斯
表示，特朗普此举是担心选举落败。

面对各方指责，白宫发言人霍根·
吉德利发表声明说，特朗普意在指出

“民主党人坚持全部进行邮寄投票造
成混乱”这一问题。共和党全国委员
会主席伦娜·麦克丹尼尔表示，特朗普
明确知道自己无权更改选举日期，他
只是反对民主党人通过推广邮寄投票

“系统性地去除选举诚实性的保障”。
一些美国分析人士担忧可能出现

邮政部门延误或选民填写选票失误等
情况，导致大量邮寄选票无法被计
票。也有不少美媒担忧，如果选举结
果较为接近，可能引发对选举结果合
法性的争议。针对特朗普对邮寄投票
的抨击，拜登不久前表示，特朗普可能
以此为借口“间接地窃取选举”。

据新华社

搬家搬厂
●千喜搬家搬厂特优87778900
●快捷专业搬家搬钢琴87907772

招商合作
●德胜包子：素食馆，家事佛事，
素包预订：13906680249

●离婚、房产、经济纠纷 87295238
法律服务

●合同纠纷、法律顾问56281878

旧货回收
大量收旧货13884469298
●收家具床一切旧货18358415826

厂房商铺出租
2 号地铁口丽园南路站商铺
十四间，电话：15888196137
海曙云林东路 957 号标准厂房
第七层 1200 平方、一层钢结构
厂房 610 平方电话 13081901628

梅墟老厂房1000㎡出租
江南公路，高 10 米 13008996867

房产租售

●东方一品店面租售13857896809

家教服务

1. 提升青少年学习力、
专注力，让孩子自觉远离网
络游戏! 2. 大学毕业生职
业、职场生涯规划。徐老师
18858066617（微信同号）

学习力专注力提升咨询

声明公告 刊登热线

56118880

招租信息
宁波市鄞州区

彩虹南路 9 号（嘉汇
国 贸 一 楼）临 街 商
铺招租，层数 2 层，
面积共计：700㎡，外
立 面 广 告 位 可 用 ，
价格面议。
江经理15867553729

●乐清市拓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寄往智利的提单不慎丢失船名
/航次：MSC KANOKO
/FA024A，提单号:ONE
YNB0IC3584500，箱封号：
TCLU9583400/CNAW66502
起运港：NINGBO，目的港：
LIRQUEN，提单签发日
19 JUN 2020声明作废

友情提醒：使用本栏目征婚信息请注意查验对方相关个人
资料。涉及金钱财物往来，请谨慎处理，因广告审查仅涉
及《广告法》要求的相关内容，敬请应征者注意自我保护。

办理地址：海曙区碶闸街 58号（都市仁和中心）20楼 2011 室

分类广告 56118880

注销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

司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
算小组，并按有关规定办
理工商注销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北仑力远天达环保

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市龙一公墓
墓园是民政部门批准的正

规公墓，位于宁波市殡仪馆旁，
款式齐全、价格亲民，最低价一
万（约2-3m2墓穴）。

交通：公交789、788石龙线
下车步行 250 米，一号线东环
南路 2 公里。免费来回接送，
（清明时间没有交通管制）。

联系电话：88331861、
13065698269、13003700407

通知债权人申报
债权的注销公告
宁海永丰盐碱植物研究所

理事会表决通过，决定注销。
清算组已成立，望债权人接到
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
通知的自本公告日起四十五日
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清算组电话：65202886

宁海永丰盐碱植物研究所

个人征婚
丧偶女75岁，肤白大方

显年轻，性格好有爱心，经
济富裕，独居大套低层住
宅，每天面对空荡荡的大房
子实在孤单，现真心寻找一
位健康实在、性格好有爱心
的男士一起度过幸福晚年，
条件、年龄不限，有缘尽快
生活在一起，可住女方家。
联系电话：13221989767

通知债权人申报
债权的注销公告
宁波市奉化区聚合智慧职

业培训学校经董事会表决通过，
决定注销。清算组已成立，望债
权人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
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日起四
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清算组电话：87628362
宁波市奉化区聚合智慧职业培训学校

市中心学区房（四眼
碶 小 学）三 室 一 厅 四 楼
66 平 方 ，想 换 新 电 梯
房。非诚勿扰！
联系人：张 18106675488

房屋协调置换

●宁波硕星成套电器设备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编号3302060086593
声明作废
●徐栋遗失宁波大众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开具的浙BT1465收据
一张，收据号00852150，保证
金，金额：3000元，特此声明
●魏馨怡遗失宁波涌韬置业有限
公司开具宁波增值税普通发票
代码033021800105号码0096
2254（1202273元）声明作废
●刘军遗失宁海县中医医院开具
的浙江省医疗住院收费票据，
票据代码31301，NO:17537028
06，金额6055.48元声明作废

●宁波凯瑞海运有限公司遗失国
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各一份，编号：交浙XK0649，
声明作废
●宁波市北仑区大碶虞加宝贝
孕婴用品店遗失公章（3302
060038570）声明作废
●慈溪市逍林家丽屋美礼品店遗
失公章一枚，编号330282005
9501声明作废

●珠海市旺杰成有限公司遗失海
运提单，提单号HRYSE20060
283，船名CMA CGM
JACQUES JUNIOR，航次
0AA6JW1，声明作废
●本人梅剩钱遗失房产证一本，
证号：甬房权证北仑区字第20
185号，房屋坐落于：北仑柴
桥街道沃家村锦云里6号，
声明作废

●本人梅剩钱遗失土地证一本，
证号：仑国用（1991）603396
号，房屋坐落于：北仑柴桥街
道沃家村锦云里6号，
声明作废
●遗失人保公司商业险保单PD
AA201933020000429172，单证
识别号为AEDAAE0015D00流水
号为33021900275762的保险
单正本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陈艺丹遗失涌宁府18-1-604
车位发票，车位发票号01592769
发票金额150000,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闽宁食品配送
有限公司遗失财务章、
法人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宁波华东旭丰纺织品有限公司
工会委员会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3322001757101
声明作废

●周贞娥遗失中国科学院大学宁
波华美医院门诊费用证明单，
票据代码：31101，NO:42473
74673，金额：418元，NO:424
7374671，金额：736元，NO:
4247374667，金额：538元，
NO:4247374668，金额：159
元，NO:4247374669，金额：
77元，NO:1003392543，金额
6366.36元，NO:4247390489，
金额：238元，声明作废
●樊建芳遗失宁波金沃商业投资
有限公司开具的宁波增值税普
通发票，代码3302171350号码
02199144（306678元）声明作废

根据2020年7月31日股
东（大）会决定，拟将注册资
本从500万元减至100万元，
现予以公告。债权人可自公
告之日起45日内要求本公司
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宁波市鄞州区甬小圣教

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将

注册资本由 42 万元人民币
减至38万元人民币，并按有
关规定办理工商减资手续。

特此公告
宁 波 市 镇 海 联 谊 物 资

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盛先生今年65岁，是退休多年的老

干部，十年前他就被告知患轻微的白内

障，近几年白内障加重导致视力下降，正

常生活也受影响。经朋友介绍，他找到宁

波鄞州眼科医院白内障专家周宏健院长

为他做白内障手术。

盛先生平时身体状况良好，初查结

果：右眼视力约0.08，左眼视力约0.2。他

连手机和报纸都看不清。

周院长对盛先生做了详细的检查，发

现他的白内障已十分严重，内障核已达四

级，还伴有远视、干眼等眼病。周院长详

细分析了白内障手术方案后，盛先生毫不

豫犹地选择了飞秒激光无刀白内障术。

“手术时我一点也不紧张，像休息一

样，才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手术就完成了，

一点也没有痛感。”盛先生说，“这场手术

就像是去旅游一样，出行前我只跟家里人

说是看一位老朋友，三五天就回来了。”盛

先生相信周院长的白内障手术技术，选择

周院长为其操刀白内障手术，也可以让家

人少一些担心。

经过术前周密准备，周院长为其双眼

进行手术。术后，盛先生裸眼视力约1.0，

他十分满意，对周院长竖起了大拇指。周

宏健院长指出，像盛先生这样的患者，白

内障多年眼睛模糊，早就影响日常的生

活，如果及时治疗，就可以早点重获光

明。他建议广大白内障患者，如果白内障

导致视力下降至0.5以下影响正常生活或

工作，需及时治疗，避免引起青光眼和葡

萄膜炎等并发症。

记者 徐丽文 实习生 李灵珊

宁波白内障专家周宏健主任医师出诊信息

出诊地点：宁波鄞州眼科医院

出诊时间：每周三、周五上午，周日全天

预约挂号：宁波市公众健康服务平台可预约

多年来白内障渐盲无刀术一朝重获光明

习近平出席建成暨开通仪式并宣布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

美国会推迟大选日期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