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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客户：因配改工程、主网检修、故障
消缺需要，拟对下列线路进行停电，请停电范围
内各用户做好准备。若遇下雨等特殊天气，可
能取消相应区域停电。在停电期间，线路随时
可能停、送电，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电力
法》、《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不得攀登变压器台架及杆塔或者涉及用电安全
事宜，禁止盗窃、破坏电力设施，禁止在电力设
施保护区内从事法律、法规所禁止的行为，否
则，将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计划停电时间:2018-12-14 07:00-17:30,
线路名称:10kV 尚德 I线环网柜三都澳宾馆分
线 904间隔至 10kV三都澳宾馆配电室 901间隔
线路，10kV三都澳宾馆电缆分支箱备用 903线
路,停电范围:闽东中路 12 号东侨迎宾路路灯

（专）,工作内容:配改工程;
计划停电时间:2018-12-14 08:00-15:00,

线路名称:1、10kV三盛海德开闭所三盛别墅Ⅳ
线 905线路至末端；2、10kV三盛海德开闭所三
盛别墅Ⅰ线 907线路至末端；3、10kV三盛海德
开闭所三盛别墅Ⅰ分支 909 线路至末端；4、
10kV 三盛海德住宅#5配电室三盛海德 G0968
变 903线路至末端；5、10kV三盛海德住宅#5配
电室三盛海德 G0967 变 904 线路至末端；6、

10kV 三盛海德住宅#5配电室三盛海德 G0966
变 905线路至末端,停电范围:曲尺塘路 8号君临
天下 1至 15幢、曲尺塘路 8号君临天下 19至 90
幢、曲尺塘路 8 号君临天下 95 至 97 幢、100 至
101幢、曲尺塘路 8号君临天下 139幢至 142幢、
曲尺塘路 8号君临天下 140-142幢商业,工作内
容:配网检修。

欢迎关注：“国网福建电力”微信（微信号
sgcc-fj），并绑定用电户号，可快速查询停电信
息、日（月）电量、缴费提醒等。

报修服务电话：95598 ；
查询网站：www.95598.cn

国家电网宁德供电公司
2018年12月7日

停电通告 公告
2011年 8月 25日上午 4点左右，

在福安市松罗乡农村信用社门口旁
边捡拾女性弃婴一名，估计出生日期为 2011
年 8月 25日，身体健康。女婴置于纸箱内，身
着粉色长袖上衣，外面包裹着一条粉色浴巾。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
到福安市民政局认领，联系电话 2130521，即
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福安市民政局
2018年12月7日

公告
2018 年 12 月前违反交通法规被

屏南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扣留的机动
车辆（摩托车、小型汽车和三轮车），
根据有关规定，请当事人自公告之日
起 30 日内持相关有效证件到屏南县
公安局交警大队接受处理，逾期未处
理的，屏南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将依法
予以强制报废。

屏南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2018年12月7日

公车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 2018年 12月 19日（星期三）15时在宁

德市行政服务中心八楼拍卖厅举行公务车辆拍卖会。
拍卖标的：1.公务改革二手车辆壹批；
2.桑塔纳轿车壹辆。
展示时间：2018年12月17日-18日9∶00-17∶00。
报名时间：截至 2018年 12月 18日 17时 00分。
宁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ndggzy.gov.cn
联系电话：0593-2566666、2290852
联系地址：宁德市东侨区镜台山路 9号 5楼

宁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福建国拍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 12月 7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兹定于2018年12月18日下午3∶30分在霞浦县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举行公开拍卖会。拍卖标的：1.霞浦县松城街
道酒厂弄11号大楼一层商铺1号、3号、4号、6号、7号计5间店
面(分5个标的)三年租赁使用权；2.霞浦县目海路115号大楼一
层商铺1号、2号计2间店面(分2个标的)三年租赁使用权；3.霞
浦县俊贤新村5号大楼一层1间店面三年租赁使用权；4.霞浦县
太康路578号邮政大楼八层6间房产三年租赁使用权。

报名和展示时间：2018年12月17日下午5时前。
联系地址：霞浦县松城街道目海路53号二层办公室。
联系电话：18650561829 、13509569699。

福建省嘉禾拍卖有限公司宁德分公司
2018年12月7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8年12月27日上午10时在

福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会议室举行拍卖会，拍

卖标的为：福安市溪柄镇兴龙街 136号沿街 9间店

面三年的租赁使用权。咨询、看样、报名、保证金缴

纳时间截至2018年12月25日下午5时止。

联系地址：福安市冠后路华联园4号楼4B201-1号
福安市棠兴路 806号市民服务中心大楼七层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电话：0593-6508588
福建德佳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7日

更正公告
本公司定于 2018 年 12 月 14 日（星期

五）15时在宁德市蕉城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二楼开标室（闽东中路 33号）举办的“宁德
市蕉城区八一五西路 2号东方大厦 2幢 111、
112号店面及二层办公用房 204室、三层 303
室房产所有权、土地使用权（整体优先）。”标
的的拍卖公告已于 2018 年 11 月 23 日登在

《闽东日报》，落款日期由 2018年 12月 23日
改为2018年11月23日。

特此更正。
福建信达拍卖有限公司宁德分公司

2018年12月7日

陈为婷、孙亚香夫妇遗失儿
子陈上皓的出生医学证明，证号:
P350266468。声明作废。

挂失人:陈为婷 孙亚香
2018年12月7日

本人遗失集体建设用地
使用证，证号：寿集用（2013）
第00027号。声明作废。

挂失人：孙春华
2018年12月7日

本合作社启用新公章，章文：宁德
市蕉城区绿泽农民专业合作社，旧章
声明作废。

宁德市蕉城区绿泽农民专业合作社
2018年12月7日

本合作社遗失兴业银行宁德蕉城
支 行 开 户 的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4030001478901。声明作废。

宁德市蕉城区绿泽农民专业合作社
2018年12月7日

本公司遗失福建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
3500162350，发票号码：00480572。声明作废。

福建广电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周宁分公司

2018年12月7日

遗失
声明

阮帧、何娇娇夫妇遗失儿子
阮何泽的出生医学证明，证号：
O350195892。声明作废。

挂失人：阮帧 何娇娇
2018年12月7日

郑敬庭、张吓娅夫妇遗失女
儿郑乙霖的出生医学证明，证号:
Q350540450。声明作废。

挂失人:郑敬庭 张吓娅
2018年12月7日

本人遗失 2017届闽东卫生学校
护 理 专 业 毕 业 的 毕 业 证 ，证 号 ：

（2017)7043Q00105。声明作废。
挂失人：郭潘

2018年12月7日

本公司遗失公章，章文：宁德
普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编码：
3509011004231。声明作废。

宁德普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7日

本店遗失 2016 年 12 月 8 日由宁德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JY23509000003962。声明作废。

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老郑腰子店
2018年12月7日

本单位遗失中国农业银行福安白
云山支行开户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4034000243101。声明作废。

福安市穆云畲族乡民政办公室
2018年12月7日

这是腾讯自动驾驶实验室的道路测试车（5月14日摄）。具备由深圳市核发的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通知书和临时行驶车
号牌的自动驾驶汽车可以在深圳市指定路段进行道路测试。

“移动互联网的上半场是消费互联网，下半场的主战场将向产业互联网方向发展。”这是腾讯对下一阶段互联网产业发展路
径的总体判断。成立于1998年的腾讯，从当初仅有几个人的创业公司成长为互联网行业巨头企业之一，为中国经济转型持续
注入活力。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新华社上海12月6日电（记者 潘清）6日A股
延续调整势头，上证综指下行逼近 2600点整数位。
深市表现相对较弱，三大股指跌幅均超过 2%。个股
普跌的同时，行业板块全线告跌。

当日上证综指以 2629.82 点低开，早盘摸高
2633.68点后开始震荡走低，午后下行逼近 2600点
整数位。尾盘沪指收报2605.18点，跌44.63点，跌幅
为1.68%。

深证成指跌 193.46点后，以 7735.05点报收，跌
幅达到 2.44%。创业板指数跌 2.61%至 1345.76点。
中小板指数表现最弱，收盘报 5132.72点，跌幅达到
2.76%。

沪深两市个股普跌，仅 400 余只交易品种上
涨。不计算ST个股，两市仅20多只个股涨停。

行业板块全线收跌。通信、航空公司、医药板块
跌幅超过或达到3%，海运、白酒、医疗保健等板块走
势较弱，贵金属、航天国防、综合类、船舶等板块表现
相对抗跌。

沪 深 B 指 继 续 回 落 。 上 证 B 指 跌 0.78%至
280.50点，深证B指跌1.31%至864.05点。

沪深两市延续缩量态势，分别成交 1291亿元和
1818亿元，总量降至3100亿元附近。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记者 于佳
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6日表示，今
年以来我国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得益于
多种因素共同带动的结果，随着市场多元
化加快，进口潜力逐步释放等，明年外贸
发展仍具备有力支撑。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消息，截至11月中
旬，我国进出口总值已超过去年全年，同
比增长近15%。

对此，高峰在商务部当日召开的例行
新闻发布会上分析说，今年以来，我国进
出口实现较快增长，稳中向好势头进一步
巩固，这主要得益于多种因素共同带动的
结果，比如，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动能转换
加快、国际市场需求回暖、国内经济稳中

有进带动进口持续增加、政策效应进一步
显现。

“对于明年的外贸形势，我国外贸发
展仍然具备有力支撑。”高峰说，从内部
看，随着我国外贸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深入推进，我国进出口结构将进一步优
化，高质量创新发展动能将进一步积蓄，
进口潜力将进一步激发；从外部看，虽然
外部环境面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不确
定不稳定因素的挑战，但经济全球化的大
趋势没有改变，全球主要市场的需求仍在
增长。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0 月
的最新报告，对2019年全球货物和服务贸
易总量预测值虽有所下调，但仍预计增长

4%，超过全球经济增速3.7%的预测值。
针对有观点认为外贸取得这样的成

绩与“抢出口”有关，高峰表示，这可能存
在于个别受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影响
的出口市场，但从总体上看，这种现象不
是今年我国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的决定
性因素。

他介绍说，从今年 1-10月情况看，以
美元计，我国主要进出口市场中，对欧盟、
美国、东盟、日本、金砖国家的进出口额占
全 国 外 贸 总 额 的 比 重 分 别 为 14.7% 、
13.7%、12.7%、7.1%和 7.7%，这几个市场
的增幅分别为 12.9%、12%、18.5%、10.6%
和 22.7%，其中除个别市场以外，进口的增
幅均大于出口的增幅，分别为 14.1%、

8.5%、20.3%、12.4%、29.9%。
高峰说，从趋势上可以看出，我国外

贸市场多元化步伐正在加快，个别市场波
动对整体外贸发展的趋势影响有限，特别
是我国进口潜力正在逐步释放。明年我
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步伐将继续加快，仍
然具备有力支撑。

高峰还表示，商务部将密切关注外贸
形势的变化，对于国际上可能出现的不确
定不稳定因素以及我国企业可能面临的
一些困难，将继续通过深化“放管服”改
革、进一步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降低进
出口企业成本、大力培育贸易新业态、推
进市场多元化等措施，推动我国外贸高质
量发展。

A股延续调整势头
深市表现相对弱势

新华社重庆12月6日电（记者 黄兴）
重庆市经信委等部门 6日启动中小企业商
业价值信用贷款改革试点，首批 9家企业
获得现场授信。今后重庆中小企业基于自
身商业价值将可申请获得无抵押、无担保
的信用贷款，这一举措可纾解中小企业融
资困难。

据介绍，重庆中小企业商业价值信用
贷款合作银行将对符合基本条件的申请企
业给予最高 300万元、一年期的流动资金

贷款，并探索建立贷款一年期满后方便快
捷的展期或转贷机制。中小企业向合作银
行提出申请后，合作银行将根据相关模型、
调取相关数据评估其商业价值，发放贷款。

重庆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小
企业固定资产普遍缺乏、反担保措施有限，
导致金融机构不愿贷、不敢贷，重庆此举旨
在通过发掘企业的商业价值，让银行愿贷
敢贷，从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预计
到 2020年，重庆中小企业商业价值信用贷

款融资规模突破 100亿元，惠及上万家中
小企业，后期每年力争达到 200亿元以上
的信贷投放规模。

根据部署安排，重庆市经信委牵头建
立全市统一的中小企业商业价值信用贷
款试点运营平台，运用大数据、智能化技
术收集、整理涉企数据，建立企业商业价
值数据模型，通过对中小企业商业价值信
用评价，引导银行评价企业信用水平，投
放信用贷款。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记者 樊曦）记者 6日
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我国将于今年年底开通 10
条铁路新线，新增高铁营业里程约2500公里。

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2018年
底，京哈高铁承德至沈阳段、新民至通辽高铁、哈尔
滨至牡丹江高铁、济南至青岛高铁、青岛至盐城铁
路、杭昌高铁杭州至黄山段、南平至龙岩铁路、怀化
至衡阳铁路、铜仁至玉屏铁路、成都至雅安铁路等
10条新线即将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营业里程约 2500
公里，阜新、朝阳、承德、通辽、牡丹江、日照、连云港、
盐城、雅安、丽江等多个城市首开动车。铁路部门安
排开行新增动车组列车276.5对，中国高铁运能大大
提升，更好满足沿线旅客乘坐动车组出行的愿望。

随着这批新线的开通，2019年 1月 5日 0时起，
全国铁路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 铁路客货运输
能力显著提升。调图后，全国铁路共开行动车组列
车日常线 2847.5 对、周末线 221.5 对、高峰线 382.5
对，对应日常运行图开行动车组列车 2847.5对、周
末运行图开行动车组列车 3069 对、高峰运行图开
行动车组列车 3451.5对，高铁运输能力较调图前提
升约 9%。

新线投入运营后，部分城市间旅客列车运行时
间进一步压缩。哈尔滨至牡丹江间全程压缩 3 小
时，北京至牡丹江间全程压缩8小时57分，牡丹江至
北京间全程压缩 6小时 57分，通辽至沈阳间全程压
缩2小时21分，沈阳至承德间全程压缩8小时23分，
北京南至青岛间全程压缩 58分钟。新图实施后，全
国铁路81对公益扶贫“慢火车”继续开行。

新图实施后，全国铁路主要货运通道能力得到
进一步提升。铁路部门将继续实施“六线六区域”货
运增量战略。六线即大秦线、张唐线、瓦日线、侯月
线、西合线、兰渝线；六区域即山西、陕西、蒙西、新
疆、沿海、沿江。

此外，铁路部门将进一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和国际贸易需求，中欧班列开行数量由调图前的 65
列增至68列，中亚班列由30列增至33列。

以“水泥工业的未来”为主题的
第二届世界水泥大会 5日在伦敦举
行。世界水泥协会主席、中国建材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宋志平当天在
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一带一
路”建设给水泥工业带来新机遇，中
国企业将和其他国家企业联合开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协同分
工，互利共赢。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很多“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迫切的需求，但这
些国家缺的不仅是水泥等建材，更
需要加强能力建设。为此，中国企
业发挥在技术研发、装备制造、贸易
物流等方面的综合优势，帮助有关
国家在建设基础设施的同时，加快
能力建设。

宋志平说，中国企业重视与相关
国家的企业共建本地化的全链条产
供销平台，内容包括建材生产线、技
术标准、实验室、大卖场、物流和管理
机构等。通过这些平台，促进“一带
一路”国家的能力建设。这种综合合
作的模式已初见成效，在蒙古国、泰
国、埃塞俄比亚等地受到欢迎。

宋志平说，在 2020 年之前，中
国建材集团计划在“一带一路”沿线
建成 10个建材产业园、10个国际实
验室、10 个海外建材仓，另外还计
划开办 100家建材连锁店，同时协
助管理当地100家工厂。

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
企还加强与其他国家企业分工合
作，联合开发第三方市场。宋志平
说，中国建材集团和日本三菱公司
共同开发南亚、东南亚市场；和法国
施耐德公司开展技术装备合作，共
同开发非洲市场；和英国企业共同
建设应用光伏发电的“智慧房屋”；
和德国、丹麦、西班牙等国公司共同
开发第三方市场等。

宋志平说，全球水泥生产正在
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技术创新
正在为水泥产业注入新生命力，让
发展更具可持续性。

□ 新华社记者 杨晓静
（新华社伦敦12月5日电）

我国明年外贸发展具备有力支撑

我国将于今年年底
开通10条铁路新线

重庆试点商业价值信用贷款纾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一带一路”为中外
水泥企业带来新机遇
——访世界水泥协会主席宋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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