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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事■关注

■社会

●福彩
双色球第2019100期：
01 04 12 13 30 32 08
3D第2019232期：
7 8 9
15选5第2019232期：
01 04 07 08 15
●体彩
6+1第19100期：
6 8 2 6 1 3 2
20选5第19232期：
04 05 11 14 15
排列5第19232期：
7 7 2 7 4本版图文除署名外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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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宣布全面取消资本管制

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26日宣布，将全面取消已
实施4年的资本管制。希腊财政部长斯泰库拉斯当
天也表示，9月1日起资本的正常流动将完全恢复。

分析人士认为，取消资本管制有助于希腊吸
引投资、提升信用评级。

一度深陷债务危机的希腊从2015年6月29日
起实施资本管制，规定每张银行卡每天 60 欧元的
现金取款限额。之后，随着希腊经济形势逐步好转，
现金取款限额不断放宽，并于2018年10月彻底取
消。但是，希腊个人和企业向境外汇款仍受限制。

希腊经济从2017年起恢复增长，但目前，债务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仍达181%，银行坏账数额
庞大，失业率高达18%，为欧盟最高水平。

深圳组建首支5000人义警队伍

27 日，深圳市福田区警方举行“深圳义警”
大巡逻大防控启动仪式，试点建设的第一支5000
人义警队伍正式成立。福田公安分局副局长谭庆
彬介绍，义警队伍由出租屋楼栋长、门店长、保安
员、物管员、餐饮服务人员等群防群治力量组成，
他们都是通过考核培训上岗，平时内保外巡、邻
里守望，有任务时一召即来、一呼百应。

目前，福田区警方正按照“十会十能力”的保
安员基本技能标准，加强义警教育培训、勤务指
导、拉动演练、安全防范等力度。在福田派出所，
还探索了联城地下中心区义警、酒吧街联盟义警
两个示范点，初步形成了“百店联盟”“一店一警”
的义警格局。

记者了解到，结合“深圳义警”队伍建设，福
田区将在全区组建5万名义警队伍，开展大巡逻
大防控。

法美同意解决数字税问题

法国和美国 26 日在七国集团（G7）峰会期间
就“数字服务税”问题达成一致，同意在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框架下解决问题，两国围
绕这一问题的贸易紧张局势得到部分缓解。

数字税是本届G7峰会的焦点议题之一。26日
下午，七国集团峰会发布声明说，将在2020年达成
一致，在经合组织框架内更新国际税收规定。

今年 7 月，法国参议院投票通过征收数字税
的法案，计划向全球互联网巨头征收 3%的数字
税。谷歌、苹果、脸书和亚马逊等美国高利润互联
网巨头首当其冲。对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
布，将针对法国此举启动“301 调查”，并可能对法
国进口商品采取加征关税等措施。

数字税只是美法、美欧矛盾的冰山一角。近年
来美欧双方在航空补贴、汽车关税、世界贸易组织
改革等问题上分歧日趋严重。

河南南阳发掘东周贵族墓葬群

考古人员日前在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石桥
镇龙窝村夏庄小组东北侧，发掘一处东周时期高
等级贵族墓葬群。随着 29 座陪葬墓发掘完毕，

“王子朝携周典奔楚”事件初露端倪，或为寻找遗
失千年的那批周王室典籍提供重要线索。

“王子朝携周典奔楚”是春秋晚期影响深远
的重大文化事件，《左传》《史记》等均有记载。有
专家认为，华夏典籍因此事件南播入楚，不仅促
进了楚地文化繁荣，还促生了诸子百家争鸣，对
于研究先秦时期南北文化交流和中华文明进程
具有重要价值。

已发掘的29座墓葬全部是其南侧大墓“不见
冢”的陪葬墓。考古探明，“不见冢”为东周时期大
型甲字形竖穴土坑墓，因曾遭盗掘文物，部门已就
地封存保护，有专家认为极有可能是王子朝墓。

澳籍作家杨军涉嫌间谍犯罪被捕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27 日证实，经检察机关批
准，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以涉嫌间谍犯罪依法对澳
大利亚籍人员杨军执行逮捕。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澳大利亚政
府今天称，澳籍作家杨军因涉嫌间谍活动被中方
正式逮捕，目前关押条件很差。澳方言论是否是在
干涉中国内政？

耿爽表示，经检察机关批准，北京市国家安全
局于8月23日以涉嫌间谍犯罪依法对澳大利亚籍
人员杨军执行逮捕。“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办理
当中。中国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办案，充分保障杨军
的各项权利。杨军目前健康状况良好。”

“中方对澳方就该案发表声明表示强烈不满。”
耿爽强调，“中国是法治国家。澳方应切实尊重中国
司法主权，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中方依法办案。”

宝幢西侧道路通过交工验收
鄞州再添一条南北景观大道

本报讯（记者 范洪 通讯员 马亮 裴勇 文/
摄）双向四车道沥青道路，犹如一条黑色的长龙镶
嵌在中国南车宁波产业基地内，从329 国道一直延
伸至环城南路延伸段。8 月 26 日，宝幢西侧道路通
过交工验收，这意味着鄞州再添一条南北走向的景
观大道。

宝幢西侧道路北起329国道与五乡东路交叉口，南

至南外环延伸段，路线全长1.85公里，路面宽38米，双向
四车道，按照一级公路兼顾城市道路功能进行设计。

在此之前，五乡的路网框架主要依靠东西走向
的 329 国道和南北走向的五乡宝幢至宝瞻公路连
接线。329国道始建较早，道路的通行能力和景观配
套与目前群众出行需求和街景配套不相符，但 329
国道穿镇段民居密集，拓宽改造难度大，急需通过
其他配套道路分流实现交通减压。

宝幢西侧道路建成后，与环城南路延伸段衔
接，未来等到环城南路延伸段畅通，329国道的交通
压力就能通过宝幢西侧道路和环城南路延伸段的
无缝对接进行分流。届时，往东是 329 国道至东外
环，往西是宝幢西侧道路至南外环，两条交通骨架
呼之欲出。

相关负责人介绍，宝幢西侧道路的南端距离鄞
县大道很近，不排除今后继续南延至鄞县大道贯通
的可能。

据了解，虽然交工验收程序已经完成，但还有
部分绿化、市政设施等细节有待改善，宝幢西侧道
路预计要等到下个月中秋节前后试通车。

■国际

8 月 27 日，第十二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在
长春落下帷幕。过去的 5 天，来自亚洲、欧洲、美
洲、非洲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家展商汇
聚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从各类5G终端产品和
服务，到 AI 机器人、高清显示屏；从来自五大洲
的各类食品、日用品，到最新的医疗器械、智能设
备；从国家间的合作，到各国地方政府在物流、旅
游等项目上的积极洽谈……这一届东北亚博览
会继续呈现着开放的独特魅力。

图为在第十二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上，一
位参观者在体验同步操控5G机器人。

中国-东北亚博览会闭幕

■经济

彩票开奖公告

■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