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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全国邮政快递业累计揽收
和投递快递包裹 6.6 亿件，同比增长了
260%。”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3月1日
说，其中揽收量是去年同期的3倍左右，投
递量是去年同期的3至4倍。

李小鹏在当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作出上述表述。他说，由于人们居家过
年，对寄递需求大幅度增加，邮政快递业“春
节不打烊”。全国有超过100万名快递员、
邮递员坚守在一线工作岗位。

与此同时，暴力分拣等问题也困扰着一
些快递用户。对此，国家邮政局局长马军胜
在当日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邮件快件抛件、
踩踏、着地摆放等问题属于不规范操作，法
规标准是不允许的。这些问题的出现，从表
面上看，与件多人少、设施设备配置不齐有
关系，但从本质上看，还是有关企业的经营
理念、服务理念、管理理念出现了偏差。对
这些问题，邮政管理部门态度鲜明，是坚决
反对，要坚决治理。

“下一步，我们通过四方面的措施加以
改进。”马军胜说，第一，督促企业落实法规
和标准的有关要求，加强服务质量管理，切
实保障用户合法权益。

第二，加强能力建设和科技应用，防范
和治理抛件、踩踏、着地摆放等问题。现在
在枢纽一级较少发现这些问题，但是从末端
来看，场地、设施配置、处置能力等都有所不
足，因此要通过增加投入、增强能力来妥善
解决。

第三，加强市场监管。政府部门对这些
问题要开展随机抽查核查，同时运用数据平
台，通过“互联网+监管”等手段来进行核
查，督促企业规范操作行为。

第四，强化社会监督。广大用户如果遇
到寄递服务质量问题，都可以通过12305热
线向政府部门进行申诉。 据新华社

近期，26岁的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特任教授陈杲研究复微
分几何获重要进展，解出J方程
和超临界厄米特—杨振宁—米
尔斯方程的变形，用数学突破在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杨振宁等
人的量子力学模型间架起一座

“新桥”。
相对论与量子力学是现代

物理学两大支柱，催生出计算
机、手机、激光、原子弹等重大应
用。但是，这两大理论体系间却
存在矛盾，如何用新理论将其

“和谐”统一起来，是爱因斯坦等
科学家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核
心问题。国际学界提出过多种

“统一方案”，弦理论被认为是其
中最有希望的候选者之一。

数学可以精确、深邃描述
物理现象，也是推动物理理论
发展、应用的重要途径。爱因
斯坦提出的凯勒—爱因斯坦方
程和相对论紧密相关，杨振宁
等人提出的厄米特—杨振宁—
米尔斯方程成为量子力学标准
模型。

近期，陈杲通过两年研究，
在稳定前提下，解出了陈秀雄和
唐纳森独立提出的J方程以及丘
成桐等人提出的超临界厄米特
—杨振宁—米尔斯方程的变形。

“要统一相对论与量子力

学，需要在最大的宇宙与最小的
量子之间建立许多‘桥’，我的工
作就是在它们之间新架起了‘一
座桥’，这也是对弦理论的一点
推进。”陈杲说，现在还无法预知
理论进展对未来应用的推动，

“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
日前，世界知名学术期刊

《数学新进展》发表了该成果。
审稿人表示：“陈杲引入两个大
胆的想法，解出了两个重要方
程，类似结果极为罕见。”

陈杲14岁进入中科大少年
班，23岁获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石溪分校博士学位。

据新华社

中欧地理标志协定 3 月 1
日起生效。首批“上榜”的中欧
各100个地理标志即日起受到
保护，这意味着中国和欧盟的
更多特色优质名品将进入彼此
市场，不仅将更好保护中欧企
业权益，也会让双方消费者买
得放心。

地理标志是识别产品来源
于某一地区的标志，也是知识产
权的一种重要类型。中欧地理
标志协定谈判于2011年启动，
历经8年22轮正式谈判和上百
次非正式磋商，于2020年 9月

14日正式签署。这是中国对外
商签的第一个全面的、高水平的
地理标志协定，对深化中欧经贸
合作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系列中欧名品牌榜上有
名：安吉白茶、山西老陈醋、烟台
苹果、南京盐水鸭、库尔勒香梨、
法国香槟、巴伐利亚啤酒、帕尔
玛火腿……中欧双方互认地理
标志超过 500 个，不仅涉及酒
类、茶叶、农产品、食品，还有代
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宣纸、蜀锦等
地理标志，是中欧之间首次大规
模互认对方地理标志。

商务部条法司司长李詠箑
表示，协定生效为我国地理标志
产品进入欧盟提供了知识产权
保护，为相关产品“走出去”提供
了条约保障，有利于提升产品知
名度，开拓海外市场，将为中欧
经贸合作注入新的动力。

与此同时，我国也承诺对欧
盟相关地理标志提供法律保
护，这将让欧盟地理标志持有
人放心将相关产品出口至我
国，我国消费者可以吃到、用上
更多欧盟的优质产品。

据新华社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
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
会议决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

2021年3月4日在北京召开。建议
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审议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
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全国政协十三

届三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
告；列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听
取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有关

报告，讨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
要草案。

据新华社

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将于3月4日召开

快递暴力分拣怎么治？
有关部门：坚决反对，坚决治理

26岁中科大特任教授
用数学在相对论与量子力学间架起“新桥”

中欧地理标志协定昨生效 更多好物“放心购”

声明公告 减资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决定，将

注册资本由100万美元减至
10 万美元。并按有关规定
办理工商减资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鲁班机电有限公司

房产租售
地铁口旺铺出租
丽园南路2号地铁口商铺十间
联系电话：1588819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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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婚、房产、经济纠纷 87295238
法律服务

●民商事免费法律咨询56281878

车险专员 10 名：薪资
8K-12K，储备干部 2 名：薪
资 12K-18K。要求：能吃苦
耐劳 ，有上进心！招聘热
线：黄老师18067373269

中国大地保险国企招人啦！

招 聘 信 息
招聘

1、财务人员：2名，（退休也行）
2、公司管理人员：5名，需大
专以上文凭，年龄22~45岁。
3、家电安装维修工：10名
一经录用，工资待遇

福利从优。
联系18905749909孙先生
宁波市三星电子销售服务中心

安保队员：5 名；
绿化人员：1 名；
清卫人员：2 名。

上述人员均为退休人员。
联系：87755728、87373528

新天地物业诚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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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征婚
丧偶女75岁，温柔大

方显年轻，退休劳保高，
一个人住着宽大的房子
感到特别寂寞，希望寻找
一位身体健康，有爱心的
老伴一起度过幸福晚年，
有缘尽快在一起。
联系电话：18858024120

旧货回收
●收家具床一切旧货18358415826分类广告

刊登
热线 56118880

职场招聘 家教培训
房屋租售 搬家搬厂
旧货回收 征婚启事
商务信息 法律服务

办理地址：海曙区碶闸街58号（都市仁和中心）20楼2011室

宁波市龙一公墓
本墓园是民政部门批

准的正规公墓，位于宁波市
殡仪馆旁，墓式齐全、价格
适宜，确保称心满意。
地铁：一号线东环南环路2
公里，免费接送。
（清明节无交通管制）

联系：陈先生13003700407
张先生13065698269

鄞州凤凰工艺墓园
民政部门批准的经营性公墓，
位于鄞州五乡镇联合村。园
区监控路灯设备齐全，全面清
洁工作年均4至5次，环境优
美交通便捷并有大型停车场
地。公交：155路、162路宝幢
站下步行约15分钟，地铁1号
线宝幢站下车可以免费接送
（需提前预约）。
墓园电话：0574-88383118
13957891168 欢迎垂询

九 峰 陵 园
市级重点扶持经营性陵园！

九峰陵园园林式陵园，坐向东南，园内小桥流水
亭台楼阁，鲜花草坪，不是公园胜似公园，多年来
一直有新老客户赞美，真正成了人生后花园理想
选择。（地铁一号线宝幢站每天有专车接送，需
提前预约）地址：鄞州区五乡镇宝同村
0574-88389515 88389516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退还公示
宁波茂盛园林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214省道（鄞州大道至

奉化段）改建工程景观绿化项目Ⅱ标段工程，已于2019年12月
30日完成全部工程，2021年1月14日交工验收。我公司与劳务
人员工资已全部结清，无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现予以公示，公
示期：2021年3月1日至2021年3月8日。特此公告！
维权电话：0574-89297690 海曙区交通局

0754-55889906 海曙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宁波茂盛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2021年3月2日

减资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将

注册资本由 1008 万元人民
币减至 518 万元人民币，并
按有关规定办理减资手续。

特此公告
余姚市神马教仪成套有限公司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退还公示
浙江跃龙园林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214省道（鄞州大道至

奉化段）改建工程景观绿化项目Ⅲ标段工程，已于2019年12月
30日完成全部工程，2021年1月14日交工验收。我公司与劳务
人员工资已全部结清，无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现予以公示，公
示期：2021年3月1日至2021年3月8日。特此公告！
维权电话：0574-89297690 海曙区交通局

0754-55889906 海曙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浙江跃龙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2021年3月2日
宁波市育王三墓园
本墓园是民政部门批准的
正规墓园，位于阿育王寺大
门正南面(过铁路桥洞往左
40米)价格亲民，最低价一
万（约2-3平方米壹穴）交
通便利，来必接送。公交：
155路、162路、750路到育
王寺站下车或轻轨一号线
宝幢站下车。
预约电话：88339061

13567920891

●孙仁杰遗失宁波大学科学技
术学院就业协议书，编号
0275214，声明作废●宁波市北仑区新碶佳园装饰材
料商行遗失财务章（33020600
90058）声明作废●宁波市北仑区新碶佳园装饰材
料商行遗失法人章（史树火）
声明作废●黄海波 汪岳仙遗失宁波合生锦
城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具的宁波
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发票号
码07675821发票代码03302180
0104金额320537元，声明作废●宁波市鄞州区堇苑幼儿园遗失
民办非企业登记证书 ，正本
及副本，社会统一信用代码5
2330212MJ9013245K声明作废●宁波市鄞州区堇苑幼儿园遗失
公章一枚，编号33021210089
980，财务章一枚，编号33021
210091178，法人章（吴英娣）
各一枚，声明作废

●郁琴琴遗失国寿财险交强险标
志95200000109245、952000
00109553、95200000109993、
95200000110007、952000001
10080、声明作废。
●冯伟东遗失宁波大众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开具的浙BT1467收
据一张收据号0458980安全保
证金，金额3000元，特此声明
●陈铭遗失宁波合生锦城房地产
有限公司开具的宁波增值税普
通发票一张，发票号码258816
02发票代码033021800104
金额1030000元，声明作废

写字楼出租
位于南部商务

区全新朝南写字楼
730 平方米拟出租，
地铁进出口旁，租赁
价面议。
联系：13957812118
联系人：黄女士

●浙江深远控股有限公司遗失
合同章一枚，声明作废●余姚市晶伟五金制品厂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本人为浙BT0403胡春驾驶员，
现遗失编码为0033078收据一张，
金额：贰仟元整，特此声明

劳务派遣经营
许可证注销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决定注销劳务派遣经营许
可 证 正 、副 本 ，编 号 ：
330212202004290027，特 此
公告。

宁波博源劳务有限公司

●於愉皓遗失宁波大学科学技
术学院三方协议，编号0269
245声明作废●陈位等遗失宁波市镇海龙赛医
院开具的浙江省医疗住院收费
票据，NO:1754031774，金额
7508.14元，声明作废

无主物品公告
2021年2月24日，首南派出所在办理云龙镇双

桥名苑周某开设赌场案中，发现现场一包内有10余
万元现金无人认领，望失主尽快与我单位联系。若公
告期届满仍无人认领，将按照有关规定，上缴国库。

联系人：杜警官88154950
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首南派出所

2021年3月2日

●宁波华艺进出口有限公司遗失
正本提单三正三副，船名航次
COSCO SHIPPING LEO/014W
提单号NGB7084049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