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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 星期五
城区 富巷北路1号环网单元富北HA346开关：阳明街道—舜水社区—
阳明西路、阳明街道—龙泉社区(舜水南路、老西门路、山西路、阳明西
路)、阳明街道—富巷社区(富巷路、阳明西路、富巷北路、富南路)、阳明
街道(龙泉社区—余姚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胜山社区—余姚开投蓝城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08:00—16:00）（天雨取消）
金鸿C740线50号杆兴邦开关：梨洲街道—三溪行政村—宁波恒声电器
有限公司、梨洲街道—苏家园行政村(宁波市朗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余
姚市梁辉兴安电线厂、余姚市兴邦光电仪器有限公司)（08:30—13:30）
（天雨取消）
陆埠 孔岙T5813开关：陆埠镇—孔岙行政村—孔岙自然村、陆埠镇—
洪山行政村(望石坑自然村、庙下张自然村)、陆埠镇—孔岙行政村—余姚
市陆埠镇孔岙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农灌)（07:30—15:00）
泗门 万圣T242线33号杆陶家路一队分支跌落式熔断器：泗门镇—陶家
路行政村(三坵横路后后排、祠堂丘自然村、陶家路自然村、三坵横路
前、三坵横路后、三坵南横路后、三坵横路前南、四丘横路后、陶家路
四丘自然村、陶家路、四坵横路前南、四坵横路前、陶家路四丘横路、
四坵横路后、龙皇塘路边)、泗门镇—万圣行政村—余姚基督教万圣堂
（09:30—16:30）（天雨取消）

10月24日 星期六
丈亭 五马T321线圣汐支线4号杆开关：三七市镇—姚东行政村—安捷

西路、三七市镇—三七市行政村(三七市自然村、丁家自然村、井头自然
村、余家自然村、冯家自然村、三胜西路、安捷东路)、三七市镇—胜利
行政村(后宅自然村、五马桥自然村、杨梅树下自然村、楼家自然村)、三
七市镇—幸福行政村(上新桥自然村、十八房自然村、金川东路)、三七市
镇—三七市行政村(余姚市华耀机械有限公司、广东中奥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宁波分公司)、三七市镇—胜利行政村(余姚市安科汽车配件厂、余姚市
鼎佳机械部件厂(普通合伙))（07:00—07:30）（天雨取消）
二六T3142开关：三七市镇—幸福行政村—上新桥自然村、三七市镇—
幸福行政村—浙江天一科教设备有限公司（07:00—07:30）（天雨取消）
云胜联C3723开关：三七市镇—幸福行政村(上方自然村、上坊自然村、
季家自然村、方家自然村、前新屋自然村、上新桥自然村)、三七市镇—
三七市行政村—余姚市宇海畜牧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三七市镇—幸福行
政村(余姚市日佳塑料厂、余姚市针织服装厂、余姚市肯拓五金工具厂(普
通合伙)、余姚市金川五金电器有限公司(由余姚市科立华机械配件厂承
租))（07:30—08:00）（天雨取消）
云利C385、云胜C372线：三七市镇—二六市行政村(朱家山自然村、缪
家自然村、朱家山后房自然村、下钱自然村、孙家自然村、上钱自然
村)、三七市镇—胜利行政村(洪十四房自然村、楼家自然村、胜利路、五
马桥自然村)、三七市镇(云山行政村—云山自然村、三七市行政村—井头
自然村)、三七市镇—二六市行政村(黄山头自然村、孙家自然村、西山支
头、曹家花园自然村、藕田墩自然村、下官桥自然村)、三七市镇—胜利

行政村(后宅自然村、下宅自然村、楼家自然村、洪十一房自然村、洪十
一房、前宅自然村、施大前屋自然村、施大屋前自然村)、三七市镇—二
六市行政村—余姚市三七市镇二六市小学（08:00—17:30）（天雨取消）
圣汐澜山2号杆配电室汐山HW439开关：三七市镇—姚东行政村—安捷
西路、三七市镇—三七市行政村(三七市自然村、丁家自然村、井头自然
村、余家自然村、冯家自然村、三胜西路、安捷东路)、三七市镇—胜利
行政村(后宅自然村、五马桥自然村、杨梅树下自然村、楼家自然村)、三
七市镇—幸福行政村(上新桥自然村、十八房自然村、金川东路)、三七市
镇—三七市行政村(余姚市华耀机械有限公司、广东中奥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宁波分公司)、三七市镇—胜利行政村(余姚市安科汽车配件厂、余姚市
鼎佳机械部件厂(普通合伙))（17:30—18:00）（天雨取消）

10月25日 星期日
丈亭 童家C7183开关、江渡C7202开关：河姆渡镇—芦山寺行政村(里
汇头自然村、王其弄自然村、杨家池自然村、外汇头自然村)、河姆渡镇
—江中行政村(童家自然村、杨家堰头自然村、钱家漕自然村、宋家自然
村)（07:30—12:30）

以上停电计划遇天大雨取消（除注明外），不含事故停电、电网紧急
(调荷)限电。我们的工作给您带来麻烦，敬请谅解。

余姚市三电办
余姚供电公司

查询电话：51090119

计 划 停 电 预 告（10月23日—10月25日）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2 日电
“摆脱贫困与政党的责任”国际理
论研讨会12日在福建省福州市开
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
近平向会议致贺信。

习近平表示，在中国国家扶贫
日和国际消除贫困日即将到来之
际，“摆脱贫困与政党的责任”国
际理论研讨会今天在福州开幕，我
谨向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习近平指出，消除贫困、改善
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
党的重要使命。中共十八大以来，
我们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出

发，把脱贫攻坚作为实现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的重点任务，作出一系
列重大部署和安排，全面打响脱贫
攻坚战，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
对贫困问题即将历史性地得到解
决。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坚决夺取
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提前10年
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的减贫目标，完成这项对中
华民族、对人类社会都具有重大意
义的伟业。

习近平强调，当前，在各方共
同努力下，全球减贫事业取得长足
进展，但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仍然
很严峻，迫切需要包括各国政党

在内的国际社会凝聚共识、携手合
作，坚持多边主义，维护和平稳
定，加快推动全球减贫进程。希望
与会嘉宾通过交流经验、总结规
律，共商推进全球减贫事业，增强
战胜贫困信心，为实现《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贡
献智慧和力量。

“摆脱贫困与政党的责任”国
际理论研讨会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
部和中共福建省委联合举办。老挝
人革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本
扬，纳米比亚人组党主席、总统根
哥布，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
国阵线主席兼第一书记、总统姆南

加古瓦，中非共和国团结一心运动
创始人、总统图瓦德拉，马拉维大
会党主席、总统查克维拉，阿根廷
总统费尔南德斯，苏里南进步改革
党主席、总统单多吉等通过书面或
视频方式致贺，高度评价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
国脱贫攻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一
致认为各国政党应发挥政治引领作
用，凝聚各方共识，促进国际减贫
合作。来自100多个国家的约400
位政党代表和驻华使节、国际机构
驻华代表、发展中国家媒体驻华代
表、智库学者等通过线上或线下方
式参会。

习近平向“摆脱贫困与政党的
责任”国际理论研讨会致贺信

■新华社记者 李延霞 吴 雨

你有多久没去过银行了？
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银行网

点的功能越来越多地搬到网上、手
机上，近年来还出现了不设网点的
互联网银行。“银行会不会消失”，
一度成为热议的话题。

远程理财咨询、智慧AR体
验、生物识别辅助……走进农业银
行位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5G智
慧银行，可以发现，银行正以全新
的面貌走进我们的生活。

看不到传统的玻璃柜台、没有

排队的等候人群，走进网点，看见
的是简洁的现代设计、各式各样的
智能设备。网点右侧区域，最显眼
的是大型智能机具“超级柜台”，
个人开卡、账户挂失、个人结售
汇、理财签约购买等90%以上的
常见个人业务都可以在上面办理。

“‘超级柜台’改变了银行柜
面业务填单多、签名多、流程繁琐
等问题，业务办理效率大大提高，
比如原来需要耗时20分钟才能办
结的个人开卡联动五项签约业务，
现在只需3分多钟就能完成。”农
行大兴国际机场支行行长王慧岩
说。

智能体验融入业务办理的全流
程。智能识别系统可以通过刷卡、
生物识别等方式快速识别客户信
息，并进行业务办理；消费者可以
通过语音便捷地进入新零售金融业
务墙等智能设备的交易界面……

各种“黑科技”令人眼前一
亮。客户站在“智慧灵镜”前，后
台通过数据分析，可以为其推荐专
属理财产品，如果对某款产品感兴
趣，还可以远程向理财顾问进行详
细咨询。你能想象在银行也能享受

“逛街扫货”的畅快吗？“智慧AR

体验”应用3D成像技术，消费者
可以虚拟试戴心仪的贵金属饰
品，如果想要购买，可以扫描掌
银码进行线上交割，实物会配送
到家。

准备乘飞机出差的北京白领高
峻来网点办理业务，看到这项服务
忍不住尝试了一下。“非常方便，
AR体验为我们解决了贵金属饰品
不方便试戴和携带的问题，还能放
大细节仔细挑选，选好的产品可以
直接快递回家，真是省心又省
力。”他说。

“智慧银行的推出，是金融回
归服务本源的积极探索与尝试，期
待借助先进的金融科技，让消费者
享受到更高效、便捷的金融服
务。”农业银行运营管理部副总经
理范晓东说。

事实上，近年来工行、农行、
中行、建行等多家银行实现了对智
慧银行的布局和对传统网点的智能
化改造。中信银行在151个大中城
市的智慧柜台数量达到6376个。
中国银行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
2019年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
网点总数22.8万个，其中年内改
造营业网点15591个。

在5G技术的加持下，生物识
别、大数据分析、全息投影等前沿
科技加速应用，银行网点正焕然一
新。

秉承开放共享的理念，银行与
一些行业企业合作，将金融服务与
百姓的日常消费、日常社交相连
接，大大拓展服务空间。

在中国银行的5G智能网点，
人们可以坐在虚拟驾驶舱内戴上
VR设备挑选汽车，并办理贷款。
有的银行网点通过与周边商圈合
作，让客户通过扫码就可以享受住
宿、餐饮、娱乐等方面的优惠服
务。

也许你会感叹，银行开始变得
有点不像“银行”了。确实，适应
经济社会的发展，跟随客户需求和
行为方式的变迁，商业银行正在突
破传统的局限，打破网点扩张、规
模效应的发展模式，寻找新的竞争
优势。

未来银行会是什么样子？智能
银行、便利店银行、咖啡银行、人
机融合……银行正在不断探索新形
式，努力让银行网点变成消费者愿
意来、可以逛的地方。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智能网点频频亮相 未来银行会是啥样？

10 月 12 日，市民在青岛市市
南区香港中路一检测点进行免费核
酸检测。

青岛市卫健委 12 日凌晨通
报，青岛市已制定并启动全员核酸
检测方案，社区检测正加快推进，
3 天内对市南、市北、李沧、崂
山、城阳5区检测全覆盖，5天内
对全市检测全覆盖，检测结果将及
时发布。

据青岛市卫健委通报，青岛在
此次疫情中发现确诊病例6例、无
症状感染者6例，均与青岛市胸科
医院高度关联。

目前，青岛市已启动应急响应
机制，在国家、山东省专家组指导
下，开展疫情研判、流调、重点人
群排查等工作。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青岛开展全员核酸检测青岛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记
者 王 希）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
翁杰明12日表示，国有企业改革
三年行动是今后三年落实国有企业
改革“1+N”政策体系和顶层设计的
具体施工图，是可衡量、可考核的，
一定要落实。他说，国企改革三年行
动聚焦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他是在12日国新办举行的国
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介绍上述情
况的。

据翁杰明介绍，这八个方面的
重点任务包括：完善中国特色现代
企业制度，坚持“两个一以贯
之”，形成科学有效的公司治理机
制；推进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
调整，聚焦主责主业，发展实体经
济，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升国有资
本配置效率；积极稳妥推进混合所
有制改革，促进各类所有制企业取
长补短、共同发展；激发国有企业
活力，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加大

正向激励力度；形成以管资本为主
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着力从监管
理念、监管重点、监管方式、监管
导向等多方位实现转变，进一步提
高国资监管的系统性、针对性、有
效性；推动国有企业公平参与市场
竞争，强化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地
位，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
环境；推动一系列国企改革专项行
动落实落地；加强国有企业党的领
导党的建设，推动党建工作与企业
的生产经营深度融合。

翁杰明说，我们希望通过实施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在形成更加成
熟、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
制度和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
制上取得明显成效；在推动国有经
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上取得明显
成效；在提高国有企业活力和效率
上取得明显成效，切实增强国有经
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
力、抗风险能力。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聚焦八方面重点任务

新华社巴黎10月12日电（记
者 陈 晨）法国总理卡斯泰12日
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由于新冠
疫情持续发展，法国“第二波疫情
已成事实”，“防疫工作不可松懈”。

卡斯泰说，法国政府正在根据
疫情发展情况采取防疫措施。“在
未来15天里，如果疫情指标继续
恶化，特别是医院重症监护室的病
床入住率增长超出预期”，不排除
采取地区性的新一轮“禁足令”。

法国上加龙省和埃罗省政府
11日晚宣布，自13日起，图卢兹
市和蒙彼利埃市将进入疫情最高警
戒状态。

法国卫生部依据新冠发病率、
65岁以上老年人发病率及医院重
症患者收治情况，对全国101个省
进行疫情分级，包括一般警戒、加
强警戒和最高警戒三种状态。此
前，巴黎、马赛等地已进入疫情最
高警戒状态。

法国总理：法第二波新冠疫情已成事实

新华社台北10月12日电（记
者 吴济海 傅双琪）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境外来台旅客大减，台
当局观光部门预估今年来台旅客人
次仅约135万人次，是近20年来
最差纪录。

据台当局交通事务主管部门
12日提出的业务报告，今年1月
至8月来台观光旅客人次仅129万
人 次 ， 比 2019 年 同 期 减 少
83.84%，各主要市场都受到疫情

影响。
台“观光局”也预估今年来台境

外旅客人次恐只剩135万人次，将
写下20年以来最差纪录；2019年整
年来台旅客则有1186.41万人次。

“观光局”指出，今年1月至8
月，台湾旅客出境 222.96 万人
次，较2019年减少80.91%；这些
无法出境的旅客转为台湾境内旅游
之后，预估今年有望达到2.1亿旅
游人次，是近10年来的新高。

台湾观光部门：

预计今年来台观光人次为近20年新低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记
者 王 琦）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发言人臧铁伟在12日举行的记
者会上透露，立法工作专班正在认
真研究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立法中的
浪费标准、法律执行等具体问题。

臧铁伟介绍，就制止餐饮浪费
专项立法，法工委开展了多方面工
作：成立立法工作专班，加快推进
专项立法；认真开展相关立法研
究，系统梳理我国现行法律、法
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国外有
关法律和政策规定，为立法工作提
供依据和借鉴参考；积极开展立法
调研，召开座谈会听取中央有关部
门单位、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
会、行业协会、企业对制止餐饮浪
费行为立法的意见建议，书面征求

9个基层立法联系点意见，赴政法
院校进行调研；着手起草法律草
案，并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做好
与粮食安全保障法草案的衔接；加
强工作沟通联系，与中央有关部门
单位共同研究做好制止餐饮浪费行
为立法工作；加强对地方立法工作
的联系和指导，在工作层面同拟开
展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地方立法的地
方人大保持密切沟通交流。

“目前，对于浪费标准、法律执行
等具体问题，立法工作专班都在认真
研究中。”臧铁伟说，立法工作机构将
在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意见的基础
上，把相关规范制定完善好，并推动
相关法律尽快出台，为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
为荣的氛围提供法治保障。

制止餐饮浪费专项立法：

正认真研究浪费标准、法律执行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