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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女婴，2016年 5月 24
日出生，2016年7月10日发
现被遗弃在慈溪市坎墩街道
五塘新村五弄 203号，捡拾
时身穿粉红色连体衣，裹着
红色被子，内有出生年月纸

条一张。弃婴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持有关证件
和证明材料到慈溪市社会福利院认领，
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
弃婴和儿童。

慈溪市民政局2020年8月1日

查找弃婴（儿童）生父母公告
（第016号）

某男婴，2019年8月4日
出生，2019年8月6日发现被
遗弃在慈溪市龙山镇新联村
丁家路养鸡场附近，捡拾时
用蓝色包裹包着，内有出生

年月纸条一张。弃婴的亲生父母或其他
监护人，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持有关
证件和证明材料到慈溪市社会福利院认
领，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
母的弃婴和儿童。

慈溪市民政局
2020年8月1日

查找弃婴（儿童）生父母公告
（第0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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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定于 2020年 8月 1日开始十日内在建设现场、宁波
杭州湾新区（网址：http:∥http://www.hzw.gov.cn）公示宁波
杭州湾新区公用事业发展有限公司杭州湾大道公交首末站
新建工程选址方案。拟公示的建设项目地址为：古丘路
南，杭州湾大道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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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八月一日

规划公示
兹定于 2020年 8月 1日开始十日内在建设现场、宁波

杭州湾新区（网址：http:∥www.hzw.gov.cn）公示浙江均旭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宁波杭州湾新区康乐宜居区块 9#-b、
10#-a地块方案。拟公示的建设项目地址为：水云边路东，
海牧路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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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八月一日

规划公示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记者 邹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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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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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出席仪式。
人民大会堂雄伟壮丽，东大

厅内灯光璀璨、气氛热烈。10
时 30分，在热烈的掌声中，习
近平等步入仪式现场。

刘鹤主持仪式。仪式播放了
反映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建设发展情况的视频短片。张又
侠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
央军委的贺电。

10时 48分，习近平走上主
席台，宣布：“北斗三号全球卫
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全场响
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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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薛祥、许其亮、肖捷、何

立峰，以及李作成参加上述活
动。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军队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北斗系
统参研参建代表等参加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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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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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尼科西亚7月30
日电 随着暑期到来，欧洲多
国疫情近期有所反弹，可能面
临出现第二波疫情的风险。

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
过去 24小时，欧洲地区新增
新冠确诊病例23438例，累计
确诊病例超过330万例。

根据各国政府部门和研究
机构公布的数据，过去 24小
时，德国新增确诊病例 902
例，达到近一段时间以来新
高；西班牙新增确诊病例
1229例，是 5月 1日以来的最
高值；罗马尼亚新增确诊病例
1356例，连续9天新增病例数
过千；疫情反弹以来，瑞士单

日新增确诊病例数首次突破
200，达220例。

英国首相约翰逊日前在视察
地方疫情时警告说，“有迹象表
明在一些地方将暴发第二波疫
情”。

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
研究所负责人洛塔尔·威勒日前
对媒体说，他对目前德国许多地
区的疫情发展感到“非常担
忧”，并将其归咎于疏忽大意。

芬兰社会事务和卫生部 29
日表示，芬兰或将于8月再次进
入疫情传播高风险阶段。

随着疫情出现反弹，多国重
新收紧防疫措施，以防疫情进一
步恶化。

罗马尼亚政府规定，从8月
1日起，居民在人员密集的户外
公共场所须戴口罩。餐厅、俱乐
部、酒吧等场所须采取措施，保
障访客之间的安全距离。

瑞士联邦政府30日建议各州
加大强制居民戴口罩力度，建议
设置室内公共区域容纳人数上
限。

塞浦路斯加大了对公共招待
场所工作人员和航运公司人员的
病毒检测力度。

立陶宛政府决定，从 8月 1
日起，在商店、超市和公共交通
等公共场所恢复强制戴口罩的措
施。

匈牙利政府宣布，该国在未

来一段时间将继续禁止举行 500
人以上的大型活动。

此外，世卫组织就年轻人群
体的疫情防控提出了警告和建
议。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
任汉斯·克鲁格 29 日对媒体
说 ， 越 来 越
多 欧 洲 年 轻
人 的 新 冠 病
毒 检 测 结 果
呈 阳 性 ， 目
前 很 多 国 家
的 病 例 激 增
情况主要发生
在 20 岁至 39
岁 这 个 年 龄

段。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30

日强调，年轻人“不是不可战胜
的”。虽然老年人出现重症的风
险更高，但年轻人也有风险，年
轻人应采取同样的预防措施来保
护自己和他人。

多国疫情反弹 欧洲面临第二波疫情风险

新华社莫斯科7月 31
日电 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司
副司长扎伊采夫 30日在例
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与美国
就战略问题进行谈判的大门
是敞开的。

扎伊采夫说，俄准备
与美国就关于全球战略安

全的各个方面举行谈判，
奉劝美国不要继续破坏在
全球安全领域达成的国际
条约和协议。俄愿意在严
格平等和相互尊重对方利
益和彼此诉求的基础上与
美国就裁军问题继续开展
谈判和合作。

俄罗斯表示与美国
就战略问题谈判的大门是敞开的

（紧接A1版①）浙江长华拟
在 上 交 所 主 板 公 开 发 行
4168 万新股，发行数量占
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10%，
拟募集资金6.67亿元，将用
于研发中心改造升级项目、
汽车冲焊件（武汉）生产基
地建设项目、汽车紧固件技
术升级改造及扩产项目和补
充营运资金项目。

近年来，我市以“凤凰

行动”慈溪计划为引领，出
台一系列上市扶持政策，实
施上市培育工程，基本形成
了“连续每年有上市，后续
申报不断档，梯队培育更壮
大”的良好态势。今年，包
括已经上市的公牛集团，上
市过审的迦南智能、浙江长
华，我市将新增上市企业 3
家，上市企业总数达到 10
家。

（紧接A1版②）市老龄事业
发展基金会出资 10 万元，
用于该中心的阳光房建设和
网络改造升级，赠送 12套
麻将桌椅用于老年人娱乐活
动。

更让老人们感到惊喜的
是，在市中西医结合医疗健
康集团帮助下，中心开设了
健康保健指导宣教室，今后

会有医生定期来坐诊指导。
记者了解到，成立慈溪

市老龄健康服务中心是我市
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深
度融合的重要一环。“这儿
就是老人的第二个家，今后
我们会更用心去守护好这个

‘家’，让老人们老有所养，
老有所医，老有所乐，老有
所学。”该负责人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