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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定于 2020年 5月 22日开始十日内在建设现

场、慈溪市信息公开网 （网址：http://www.cixi.gov.
cn/col/col136084）公示慈溪市一众电器有限公司新

建厂房加层项目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变更

的相关资料。拟建设地点为：宗汉街道二塘新村。

市行政服务中心自然资源和规划窗口联系电话：

63961810、63961747（上午 8:00-11:30，下午 1:30-
4:30，节假日除外）。

慈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规划公示

兹定于2020年5月22日开始十日内在建设现场、宁波
杭州湾新区（网址：http:∥www.hzwxq.com）公示宁波杭州
湾新区海育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宁波北京青鸟同文实验学校
方案。拟公示的建设项目地址为：杭州湾大道西，水云边
路北。新区分局联系电话：89388771、89388770。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杭州湾新区分局
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规划公示

新华社武汉5月21日
电（记者 徐海波）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小区防控抓得
怎么样？物业服务有没有打
折扣？21日，武汉市对外
公布最终评定的疫情防控期
间小区物业服务群众满意情
况。365个小区被列入“红
榜”，为群众满意小区；14
个小区进“黑榜”，为群众
不满意小区。

为充分发挥全市物业企
业在疫情防控中的积极作
用，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
管理局组织开展了疫情防控
期间物业服务“群众满意小
区”创建工作，通过群众评
议、组织审核、对外公示等
环节，对全市物业小区疫情

防控期间的表现进行“红黑
榜”评定。

评定结果既包含小区名
称和物业企业名称，还公布
了物业项目经理姓名。群众
满意小区分布在武汉市 15
个区，群众不满意小区分布
于江汉、硚口、武昌、蔡
甸、黄陂和东湖高新等6个
区。

据了解，4月21日，武
汉市房管局对初选出来的
367个群众满意小区和13个
群众不满意小区进行了公
示。经群众反映，原来“红
榜”中的君悦尚品小区和海
林阳光城小区被“摘帽”，
华生汉口城市广场南区被增
列为群众不满意小区。

武汉公布疫情防控期间
小区物业服务“红黑榜”

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记者 于荣） 2020 年中国
“两会时间”21日正式开启。
特殊时期召开的中国两会备受
世界瞩目。国际社会关注的两
会“关键词”有哪些？

关键词一：经济运行
新冠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

严重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预计，2020年世界经济将萎
缩 3%，为上世纪 30年代大萧
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衰
退。国际社会密切关注作为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两会
期间将释放出怎样的经济政策
信号。

俄罗斯对外经济银行调查
与鉴定研究所“中国与欧亚经
济联盟发展”课题主任谢尔

盖·齐普拉科夫密切关注中国如
何促进经济恢复，包括推行什么
样的金融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发
展的规划、对今年经济增长的预
测以及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
资等。

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教授皮埃
尔·皮卡尔认为，中国经济复苏
正在全面加速，有助于提振全球
经济，为全球投资者和消费者带
来信心。“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
更关注中国两会和中国的经济成
就。”

关键词二：全面小康
今年是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国
际社会普遍关心，在突如其来的
新冠疫情下，中国如何确保实现
目标，在人类减贫和发展史上写
下新篇章。

德国柏林普鲁士协会名誉主
席福尔克尔·恰普克说，中国在
控制新冠疫情方面作出了很好的
危机响应，两会将擘画中国未来

一段时间的政治经济政策，中国
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目标并未受到疫情影响，相信疫
情只是中国强劲发展历程中的一
个插曲。

墨西哥通讯社社长圣胡安
娜·马丁内斯表示，墨西哥和中
国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和
减贫经验可供墨西哥借鉴。因
此，对于今年两会，墨通社十分
关注中国脱贫工作、农村发展等
话题。

关键词三：公共卫生
新冠疫情是二战结束以来最

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中国如何完善自身公共卫生体
系、如何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作
贡献，也是国际社会关心的两会
议题。

欧洲研究国际中心欧洲－中
国项目负责人、希腊学者乔治·
措戈普洛斯关注中国两会对公共
卫生议题的探讨，包括提高危机
预警能力、加强生物和医药研

究、防止疫情卷土重来等。
埃及埃中商会秘书长迪亚·

赫尔米说，期待两会探讨在“一
带一路”框架下加强经贸和公共
卫生领域合作相关议题。“中国
在防控疫情方面取得了非常独特
的经验，这让加强‘一带一路’
框架下卫生健康合作显得尤其重
要。”

关键词四：国际合作
疫情冲击下，逆全球化思潮

和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加强
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维护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有助
于尽快恢复世界经济，符合国际
社会共同意愿。

韩国檀国大学政治外交系教
授金珍镐说，期待在今年两会看
到中国围绕进一步扩大开放、加
深与世界经济联系、促进区域经
济合作、稳定世界产业链等方面
出台新的政策措施。

英国杜伦大学中国发展研究
院执行院长郭杰说，中国的复工

复产维护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后疫情时代，全球化依然
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基础。两会将
出台哪些相关政策措施值得关
注。

关键词五：对外关系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下的疫情“黑天鹅”，中国的对
外政策也备受瞩目。

《墨西哥日报》、阿根廷
《号角报》等拉美地区媒体人士
表示，中国和美国是世界大国，
中美关系走向对全球有着深远影
响，对毗邻美国的拉美地区更是
如此。他们非常关注两会上关于
中美关系的话题。

埃及贝尼苏韦夫大学政治学
教授纳迪娅·希勒米认为，中国
将通过两会在对外关系方面释放
积极信号，包括打造更加紧密的
国际合作关系，为国际社会消除
贫困、防控疾病和实现发展作出
贡献，致力于建设更加公正合理
的国际秩序等。

2020，世界关注的中国两会“关键词”
新华社纽约5月21日

电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
大学 21日发布的新冠疫情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球累
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500万
例。

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
部时间 21日零时 32分（北
京时间 21 日 12 时 32 分），
全 球 累 计 确 诊 新 冠 病 例
5000038 例 ， 累 计 死 亡
328172例。

数据显示，目前，美国

是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累计确诊病例 1551853 例，
累计死亡病例 93439例。累
计确诊病例超过 20万例的
国家有俄罗斯、巴西、英
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此
外，法国、德国和土耳其的
累计确诊病例均超过 15万
例。

这些数据来自约翰斯·
霍普金斯大学新冠病毒研究
项目实时汇总的各个国家和
地区数据。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
超500万例

新华社上海5月21日电
（记者 滕佳妮 何欣荣）为
积极推进疫情影响下的毕业
生就业工作，上海市学生
事务中心21日发布“毕业生就
业随申码”，依托一网通办
服务，将上海市 19.3 万应届

毕业生和逾 2 万家用人单位发
布的岗位进行线上线下对接，
实现在防疫期间毕业生事务受
理“一件事、零跑动、不见
面”。

“毕业生就业随申码”是上
海市教育部门与上海市大数据中

心合作的成果。用人单位通过
“张贴码”，发布招聘信息。毕业
生凭借个人随申码，扫码就可以
精准提交求职简历。供需双方信
息的发布都通过审核，毕业生的
信息经隐私授权后才能被用人单
位获取。

与传统的就业求职方式相
比，“毕业生就业随申码”呈现
出了“便捷、融合、实地、随
时、不见面办”等特点。据悉，
未来“毕业生就业随申码”的
功能还将持续提升。比如，接
通企业信用数据，通过“红黄

绿”三色码向求职者提示风
险；丰富毕业生的一网通办个
人主页和求职简历，实现“千
人千面”；通过人工智能+一网
通办提供更多面向用户的决策
支持服务，进一步提升就业质
量。

毕业生求职“码上办”

上海拓展“一网通办”就业服务

新华社东京5月21日
电（记者 华义）日本宇宙
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和三菱重
工业公司 21日凌晨用一枚
H2B 运 载 火 箭 发 射 一 艘

“鹳”号无人货运飞船。这
是日本发射的第9艘也是最
后一艘该型飞船。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
机构和三菱重工发布消息
说，当地时间21日凌晨2时
31 分 （北 京 时 间 1 时 31
分），一枚H2B运载火箭搭
载第9艘“鹳”号无人货运
飞船 （HTV9） 从鹿儿岛县
种子岛宇宙中心发射升空，
飞船正按计划飞往国际空间
站，将于 25日抵达国际空
间站。

据共同社报道，飞船在
发射 15分钟后进入预定轨
道，发射成功。这是日本

“鹳”号飞船最后一次发射，
此前 8次发射也全部成功。
同时这也是H2B火箭最后一
次执行发射任务。日本正在
研发H3火箭和“鹳”号飞船
的下一代飞船HTV-X。预计
将于2021年度（2021年4月
1日至2022年3月31日）利
用H3火箭发射首艘HTV-X
无人货运飞船。

“鹳”号飞船主要用于
向国际空间站运送物资，全
长约 10米，直径约 4.4米，
一次最多能运载 6吨物资。

“鹳”号飞船于2009年首次
发射。

日本发射最后一艘“鹳”号
无人货运飞船5月21日，在位于北京通

惠河畔的中华古茶博物馆，一
名观众在首场展览活动——

“大道遗真：馆藏普洱茶专题
展”上观看一饼“号级茶”。
当日，以“茶和世界 共品共
享——茶，让我们在一起”为
主题的首个“国际茶日”万里
茶道系列活动在北京中华古茶
博物馆开启。

■新华社发

首个“国际茶日”：博物馆里赏古茶

（上接A1版） 除了加强
队伍专业化建设，传统调解
形 式也朝着法治化、规范
化、品牌化转变。开展“人
民调解委员会规范化建设示范
点 ” 创 建活动加强示范引
领，市司法局充分发挥民间资
源，推行一地一调解品牌建
设，鼓励调解工作向特色化、
社会化发展，建立了“黄新
华”“老潘讲和”“党员老娘

舅”“桥帮助”等12家个人和10
家团队调解工作室。同时，积极
依托“法律服务进村为民工
程”，加快推进法律服务工作者
参与人民调解机制标准建设，20
个法律顾问团队让纠纷调处更有
了强有力的专家力量。

抓好队伍建设，归根到底是
为了提供更好的调解服务。推动
人民调解工作提质提效，将人民
调解工作送到基层，如今，有了

纠纷，不出村、社区就有调解员
帮忙解惑，还有值班律师支招，
人民调解“最后一公里”的成功
打通，让纠纷闭环化解成为现
实。

2019 年以来，市司法局全
力推动人民调解与“两网融
合”有机结合，借助基层网格

“点多、线长、面广”的优势，
探索构建网格长 （员） 兼任人
民调解员工作机制，实现“矛

调信息网上走，矛盾纠纷网格
调”，确保纠纷“不出网、不上
交、不激化”。多元纠纷化解平
台、全市人民调解组织协调机
制的全面建立，则实现了资
源的有效整合以及矛盾纠纷的
分流化解。此外，市司法局还
深入推进诉调、警调、访调、
劳调等衔接工作，形成“多元
化+体系化”的人民调解新模
式，积极构建矛盾联合化解的

新格局。
“我们还在尝试探索智慧司

法，积极参与在线矛盾纠纷多元
化解工作。”市司法局负责人表
示，依托 400 多个微信塔群，

“微查询”“微新闻”“微服务”3
个在线点单模块及法规库和案例
库智能检索功能，他们正致力于
打造人民调解大数据分析链、服
务链和供应链，让群众足不出户
就能解决矛盾纠纷。

慈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为完善区块规划用地
功能，合理安排市政基础设施用地，优化用地空间布局，
拟对原编制的《慈溪新兴产业集群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
局部地块进行规划调整，对原规划热电厂地块部分调整为
煤气公司用地，调整区块位于陆中湾江西侧，园区规划兴
五路南侧，原控规E-01-01、E01-04地块，现在2020年5
月 22日起 30日内在慈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和慈
溪政府网进行规划调整公示，如有意见和建议，请来电
63200389、63235395。来信地址慈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管委会419室（慈溪市慈孝西路8号）。

慈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规划公示

2020年 4月 30日 8时 51分，兴慈三路与
八塘江闸口有一未知名尸体。

尸体特征：青年男性，圆脸，20多岁，
尸长 178cm，上身着蓝底碎花长袖 T恤，下
身着黑色长裤，足着黑色运动鞋。

联系人：陈警官 电话：13567446562
杭州湾分局杭州湾新区派出所
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认尸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