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4 2019年1月12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 / 袁哲侠 电话 / 63025435 天下天下··广告广告

社址：慈溪市三北大街 443号 邮编：315300 职业道德监督电话：63025405 发行咨询电话：63033658 广告经营许可证：3302004023005 零售：每份 1.00元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慈溪日报报业有限公司印刷

周六 50 字以内只收 100 元 （ 2cm × 4cm ）
信息将同步在慈溪新闻网分类信息 fl.cxnews.cn 刊登 分 类 广 告分 类 广 告 电话：63025788 63015999

地址：三北大街443号 传真：63014454

启 事
慈溪市久发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简称：久发房

产），专注于厂房的租售经纪业务，是慈溪房源最全、客
户最多、促成率最高的经纪公司之一，如需更多房源信
息请查看慈溪网分类信息（久发房产）。免费登记杭州湾
慈东及慈溪各工业区各类厂房仓库土地等房源信息。

公司地址：慈溪浒山街道南二环中路335、337号
免费登记房源热线：13646656188 罗老师

久发专业厂房转让、出租、房源登记

遗失
孙荔鋆遗失出生证，

号码： I330111629，声明

作废。

李佳翔遗失出生证，
号码：M330173977，声明
作废。

胡桑遗失残疾人证一
本，号码：33028219890828613243，声明作废。

杨剑强遗失残疾人证
一本，号码：330222197912311512，声明作废。

余台芬遗失残疾人证
一本，号码：33022219580

425600043，声明作废。
宁波宝洁置业有限公

司遗失中国建设银行慈溪
逍林支行开户许可证一
本，核准号：J3325008184601，账号：33101995141050501447，声明作废。

宁波潮墨贸易有限公
司遗失宁波慈溪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浦支
行开户许可证一本，核准

号 ： J3325009394201， 账
号：201000151771964，声
明作废。

何其家遗失浙江省医
疗住院收费票据一张，号
码：1753118558，声明遗
失。

胡梦娜遗失浙江省医
疗住院收费票据一张，号
码：1753832272，声明遗
失。

浒山街道城西股份经济合作社，位于古塘街道孙塘

北路754-758号商铺招租，建筑面积405平方米（楼下

178.87平方米、楼上227.08平方米），底价25万/年。

报名时间：2019年1月12日至1月18日400止
报名地点：古塘街道闻涛苑1#205室
咨询电话：63890761

招 租

慈溪市教场山污水厂提标改造一期（教场山污水厂——
西2#泵站连通管）工程施工期间交通管制公告

2019年第1号
为确保慈溪市教场山污水厂提标改造一期（教场

山污水厂——西 2#泵站连通管） 工程的顺利进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
的规定，决定自 2019年 1月 16日起至 2019年 5月 15
日止，对浒崇公路（北二环路——中横线）段和中横
线（浒崇公路——赵家路江东约 40M处）段实行临
时交通管制，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浒崇公路（北二环路——中横线）段西侧和中
横线（浒崇公路——赵家路江东约40M处）段南侧辅道

等两路段局部点段实行封闭施工，请注意减速缓行。
二、过往车辆和行人请严格按照施工区交通标志

指示通行，并服从现场管理人员的管理和指挥。
三、受交通管制影响的单位和居民请提前安排好

工作和生活，选择好出行线路，自觉遵照执行。
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

慈溪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慈溪市排水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一月十一日

慈溪市杭州湾南岸非法养殖问题已整改完成，现将具体情况予以公示。
整改任务：完成慈溪市范围内海水非法养殖取缔和清理整顿。
整改目标：2018年12月底前，全面清理慈溪市范围内的海水非法养殖。
整改措施：1.制定慈溪市杭州湾南岸非法养殖（海水）专项清理行动实施方案，2018年12月

底前，全面清理慈溪市范围的非法养殖（海水）。2.严格落实宁波市全面推行湾（滩）长制实施方
案，严格加强管理，依法加强辖区内海洋湿地的管护和巡查，严防出现反弹现象。

整改效果：慈溪市范围内的海水非法养殖于2018年12月底前完成了清理整治工作，经现场核
查和无人机遥测，确认整治区域内养殖设施已全部清理，无非法养殖行为。

公示期为2019年1月12日至1月18日。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来电来函如实反映。
电话：63976952 传真：63976929

慈溪市人民政府
2019年1月11日

慈溪市人民政府关于
杭州湾南岸非法养殖问题整改完成情况的公示

关于农民工工资问题的
公 示

根据甬劳社劳薪[2007]142号文件精神，现对宁
波市公路局路桥工程处在建设的慈溪市2017年县道
公路破板维修和危险边坡治理工程 I标段中有无拖
欠农民工工资情况进行公示。如以上施工单位有拖
欠农民工工资行为，请予即日起 30天内与我段联
系。

联系人：罗列 联系电话：63009250
慈溪市公路管理段
二○一九年一月十日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公安部 11日发布，2018年
全国小汽车保有量首次突破2亿辆，新能源汽车全年新增
107万辆。

据公安部统计，2018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 3172
万辆，机动车保有量已达3.27亿辆，其中小型载客汽车首
次突破2亿辆；机动车驾驶人突破4亿人，达4.09亿人。

据介绍，从车辆类型看，小型载客汽车保有量达2.01
亿辆，首次突破2亿辆，是汽车保有量增长的主要组成部
分；私家车持续快速增长，2018年保有量达 1.89亿辆。
从分布情况看，全国有 61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超过百万
辆，27个城市超 200万辆，其中北京等 8个城市超 300万
辆。

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261万辆，全年增加
107万辆，与 2017年相比，增加 107万辆，增长 70.00%。
从统计情况看，近五年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年均增加 50万
辆，呈加快增长趋势。机动车驾驶人数量达4.09亿人，近
五年年均增量超过3000万人。

2018年我国小汽车
突破2亿辆

新华社华盛顿1月10日电（记者刘晨 邓仙来）美
国总统特朗普 10日宣布，取消原定前往瑞士达沃斯出席
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行程。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了这一决定。他说，鉴
于国会民主党人在边界安全问题上的不妥协以及安全对于
美国的高度重要性，他决定取消达沃斯之行。

由于美国白宫和国会民主党人在修建边境隔离墙等问
题上分歧严重，各方未能就拨款法案达成一致，约四分之
一的美国联邦政府机构从去年 12月 22日凌晨开始陷入

“停摆”。白宫和国会民主党人自“停摆”开始以来进行了
多轮谈判，但一直未取得实质性突破。

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将于 1月 22日至 25日在瑞
士达沃斯举行。

特朗普宣布
取消达沃斯行程

新华社广州1月11日电（记者 田建川）经过优化
工作流程和提高船舶航班准点率，预计今年春运期间琼州
海峡旅客过海时间将有效缩短，船舶装载和配载时间有望
从120分钟减少到90分钟以内。

这是记者从11日在广州召开的 2019年琼州海峡省际
水路运输春运工作动员部署会上获悉的。

根据部署会提供的数据，春运期间，琼州海峡车客运
量将呈现小幅增长。进出岛旅客预计约为385万人次，同
比增加 1.5%；进出岛车辆约为 80 万台次，同比增加
4.5%。

据介绍，春运期间琼州海峡船舶运力供应较为充足。
目前，海口与徐闻之间航线客滚船共53艘，共计48437客
位、2524车位。

为防止琼州海峡春运车客大规模滞留，广东、海南两
省政府部门以及港航管理单位健全完善了相关应急疏运预
案。广东方面采取高速公路提前预警分流、网络售票、简
化货车售票流程、做好车船衔接等措施；海南方面提前采
取网上预约过海、分散车客进港时间等措施。

琼州海峡春运期间旅客
过海时间有望缩短半小时

新华社北京 1 月 11 日
电 1月11日，嫦娥四号着陆
器与玉兔二号巡视器正常工
作，在“鹊桥”中继星支持下
顺利完成互拍，地面接收图像
清晰完好，中外科学载荷工作
正常，探测数据有效下传，搭

载科学实验项目顺利开展，达
到工程既定目标，标志着嫦娥
四号任务圆满成功。至此，我
国探月工程取得“五战五捷”。

科研人员根据导航相机拍
摄的着陆周围地形信息，对巡
视器进行了路径规划，通过

“鹊桥”中继星发送了拍照遥
控指令。巡视器全景相机对着
陆器进行成像，着陆器地形地
貌相机对巡视器成像。

经过地面数据接收与处
理，16时 47分，北京航天飞
行控制中心大屏幕上呈现出着

陆器和巡视器的互拍影像图。图
像清晰显示了着陆器和巡视器周
围的月背地形地貌，两器上的五
星红旗分外醒目。

嫦娥四号探测器自 1月 3日
顺利着陆月球背面预选区域以
来，完成了中继星链路连接、有

效载荷开机、两器分离、巡视
器月午休眠及唤醒、两器互拍
等任务。工程任务圆满成功
后，嫦娥四号任务将转入科学
探测阶段，着陆器和巡视器将
继续开展就位探测和月面巡视
探测。

嫦娥四号与玉兔二号顺利完成互拍
嫦娥四号任务圆满成功！

这是嫦娥四号着陆器地形地
貌相机对玉兔二号巡视器成像。

1月11日下午，嫦娥四号着
陆器与玉兔二号巡视器工作正
常，在“鹊桥”中继星支持下顺
利完成互拍，地面接收图像清晰
完好，中外科学载荷工作正常，
探测数据有效下传，搭载科学实
验项目顺利开展，达到工程既定
目标，标志着嫦娥四号任务圆满
成功。至此，中国探月工程取得

“五战五捷”。
■新华社发

新华社长沙 1月 11日电
（记者 帅才）近期，各地气
温骤降，流感来袭。记者从湖
南省儿童医院、长沙市第四医
院获悉，目前，流感高发，医
院儿科流感患儿扎堆。专家提
醒，科学应对流感，不要滥用
抗生素，目前大医院患儿扎
堆，家长不要都挤到大医院就
诊，以免发生交叉感染。

近日，记者在长沙市第四
医院儿科门诊和住院部看到，
儿科病区内人满为患。医护人
员特意在儿科门诊及儿科急诊
室内临时加了座椅，方便患者
就诊。

据长沙市第四医院儿科主
任邓发文介绍，近期，流感患
儿激增，其中幼儿园学生和初
中生明显增多。患儿主要病症

为发烧、咳嗽、乏力、食欲减
退，有一些病情严重的患儿高烧
不退，引起抽搐半夜送进医院进
行救治。

邓发文说，与普通感冒相
比，流感的局部症状如流涕、咳
嗽等较轻，但全身症状重，多呈
持续性高热、头痛、乏力等症
状，还容易发生肺炎、心肌炎等
并发症。

专家提醒，冬季是流感病毒
活跃期，病毒多通过手、口接触
来传播，尽量不要带小孩去人多
的地方。小儿发生流感时，可以
选择社区医院进行评估，对于症
状轻的孩子，只需要在家里进行
护理，让孩子充分休息，给予清
淡、易消化的食物，让孩子多饮
水，常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新鲜，
家长不要在室内吸烟，适当增加

室内湿度，相对湿度控制在 40%-
60%为宜。

专家提醒，家长不要给孩子
滥用抗生素。对于病毒引起的感
冒和流感，抗生素非但无效，使
用不当反而会引起机体菌群失
调，有利病菌繁殖，加重病情。3
岁以下的幼儿感冒发热时，家长
应警惕孩子发生高热惊厥。

医院流感患儿扎堆 专家支招科学应对流感

（紧接A1版①）讲政治、练内
功、提素质、强本领，成为立
场坚定、意志坚强、行动坚决
的表率。

赵乐际在主持会议时指
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站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全局的高度，充分肯定党
的十九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
得新的重大成果，深刻总结改

革开放 40年来党进行自我革命
的宝贵经验，对以全面从严治党
巩固党的团结统一、为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保障作出
战略部署，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
级干部贯彻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
活若干准则提出明确要求，为推
动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
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各
级党组织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
来，主动担当作为，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不松劲、不停歇，以
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认真履
职尽责，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
胜利。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有
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

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以
及中央军委委员出席会议。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人民
团体主要负责同志，军队有关单
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会
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举行，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以及军队有关单位设分

会场。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

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
1月11日在北京开幕。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会
议。11日下午赵乐际代表中央
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题
为《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
职责努力实现新时代纪检监察工
作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报告。

（紧接A1版②）要坚持以更实
的工作举措，全力打造环湾智
能经济人才高地，牢固确立人
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紧扣
智能制造特色产业链，加速集
聚“高精尖”，用活三大招引
机制，提高我市创新能力和发
展动能；全面做大“基本
盘”，加快引进青年人才、技

能人才和各类城市经济人才，激
发高质量发展活力；努力创设好
环境，提升平台聚智效能、放大
服务优势、营造浓厚创新氛围，
创造良好的政策、政务、社会、
生活环境。

陈瑜代表宁波市委组织部对
我市基层党建和人才工作予以充
分肯定。她指出，过去的一年慈

溪基层党建和人才工作措施有
力、成效明显，要继续深入贯彻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
党的组织路线，全面落实中央和
省、宁波市委有关决策部署，以
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抓实基层党建
和人才工作。要突出固本强基，
以主题教育、均衡发展、支部建
设、锻造队伍等方面质量的提

高，着力提升基层党建工作质量。
要突出提质扩量，坚持做大做强
人才队伍、用好用活各类人才、
真招真情创优人才生态，努力实
现人才集聚与
城市发展同频
共振，增创人
才战略资源新
优势。要突出

第一责任，各级党委书记亲自挂
帅、亲自出征，坚定扛起“第一责
任人”职责，以更大力度推动基层
党建和人才工作迈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