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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0日从最高人民法院
传出消息：最高法近日印发《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
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就人
民法院加强金融审判工作，保
障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
展提出了30项意见。

意见规定，依法认定互联
网金融所涉具体法律关系，据
此确定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
义务。依法严厉打击涉互联网
金融或者以互联网金融名义进
行的违法犯罪行为，规范和保
障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意见提出，要以服务实体
经济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引
导和规范金融交易。要遵循经
济、金融的发展规律，以金融服
务实体经济为价值本源，依法
审理各类金融案件。对于能够
实际降低交易成本，实现普惠
金融，合法合规的金融交易模
式依法予以保护。对于以金融
创新为名掩盖金融风险、规避
金融监管、进行制度套利的金
融违规行为，要以其实际构成
的法律关系确定其效力和权利
义务。对于以金融创新名义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集资诈
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最高法严厉打击
以互联网金融名义
进行的违法犯罪

8 月 10 日从财政部传出消
息，针对四川省和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日前发生地震山洪灾害，中
央财政已拨款1.8亿元用于两地
抗震救灾。

据了解，为帮助新疆地震灾
区做好救灾工作，中央财政10日
紧急下拨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
8000万元，其中，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5000万元，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3000万元，由自治区和兵团统
筹用于灾区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
置、过渡期生活救助、倒损住房
恢复重建等救灾支出。

此前一天，财政部、民政部向
四川省安排中央财政自然灾害生
活补助资金1亿元，主要用于四
川九寨沟7.0级地震和凉山州普
格县山洪灾区受灾群众紧急转移
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倒损民

房恢复重建和向因灾遇难人员家
属发放抚慰金，支持做好受灾群
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

四川九寨沟县 8 日发生 7.0
级地震，截至10日12时，地震已
致20人遇难、431人受伤。新疆
精河县9日发生6.6级地震，截至
10日 18时，地震共造成32人受
伤（3人重伤）、307间房屋倒塌，
5469间房屋裂缝受损。

中央安排1.8亿元支持四川新疆抗震救灾

中国主要城市的半年经济指
标近日陆续对外公布，从今年上
半年主要热点城市最新公布的
GDP 总量来看，上海（13908.57
亿元）、北京（12406.8 亿元）、广
州（9891.48亿元）、深圳（9709.02
亿元）4 个一线城市仍然雄踞第
一阵营。紧随其后的，是有着

“新一线”城市之称的天津、重
庆、苏州、成都、武汉，这5个城市
上半年的GDP总量均在 6000 亿
元以上。

2017 年上半年数据显示，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排名前十城
市，分别是上海、北京、广州、重
庆、成都、武汉、天津、深圳、南京、
杭州。

城市群经济增速各有不同

从经济地理的角度，京津冀、
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
五大城市群在城市发展中的影响
力日益突显。

京津冀地区，北京、天津和石
家庄上半年的 GDP 增速分别为
6.8%、6.9%和 7.3%。长三角地

区，上海、苏州、无锡增速分别是
6.9%、7%和7.2%。长江中游城市
群中，武汉和郑州增速分别为
7.5%和8.1%。

近日，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
的《2017房地产开发投资吸引力
TOP50》报告指出，从城市群GDP
经验数据来看，珠三角城市群内
部城市梯度均衡；长三角与长江
中游作为跨区域城市群，内部形
成了多个都市圈，多中心的结构
使资源相对分散，其中，长三角城
市群内多个中心城市实力突出，
城市群内竞争激烈；京津冀城市
间的巨大差距也意味着后发城市
具备较大增长空间；成渝城市群
目前仍以重庆和成都两大核心城
市为主。

京津冀新动能加快成长

京津冀三地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 合 计 38198.6 亿 元 ，占 全 国
10%。其中，京津冀三地新动能
加快成长，创新表现均较活跃。

今年上半年，三地新动能加
快成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北

京规模以上工业高精尖产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11.6%，高于工业平均
水平5.8个百分点，对工业增长的
贡献率为48.5%。天津战略性新
兴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8.2%，比全市工业平均水平
高出2.6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12.9%，拉动工业
增长1.6个百分点。

河北现代服务业较快发展，
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比重为41.7%，其中现代服务业占
服务业的比重达到55%以上。

与此同时，三地创新表现较
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
北京中关村示范区规模以上高新
技 术 企 业 总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16.7%，其中先进制造、环境保护
技术领域收入增速均在 20%以
上；天津新增科技型企业 7568
家、科技“小巨人”242家，分别累
计达 9.4 万家和 4135 家；河北科
技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投资同比
分别增长39.6%和 20.9%，快于固
定资产投资增速32.8个和14.1个
百分点。

深圳成都经济增速抢眼

从主要城市GDP总量来看，
部分副省级城市已被其他城市超
越，15个副省级城市不论是经济
总量还是增速均有所分化。

今年上半年，既非省会城市、
又非副省级城市的苏州GDP总量
已超过广州和深圳之外的其他13
个副省级城市。与苏州临近的无
锡同样抢眼，上半年4933.23亿元
的GDP总量已超过部分省会城市
和副省级城市。

从经济增速上看，深圳、成都
两个副省级城市在上半年GDP总
量已超6000亿元的情况下，经济
增速同样抢眼，同比分别增长了
8.8%和 8.2%，成为副省级城市中
的领跑城市。

不过，也有部分副省级城市
被其他城市赶超。今年上半年，
全国主要城市中，重庆、昆明、南
昌、福州增速均在9%及以上，除重
庆是直辖市以外，其余4个城市均
非副省级。作为副省级城市的大
连、哈尔滨上半年增速分别为6.8%
和6.6%，低于全国平均增速。

中国五大城市群影响力突显

明年 1月，中国的数学教材
将正式进入英国小学课堂。

这套《真实上海数学》课本共
36本，除了里面的人民币符号会
被改成英镑符号以外，其他内容
完全一字不落地由中文翻译成英
语。

8月5日，美国《纽约时报》以
《为提高数学成绩 英国采用中国
教科书》为题报道了此事。报道
引用美国堪萨斯大学教育学教授
赵勇的话表示：“一直以来，亚洲
人都在学习西方的教育体系。这
一情况突然出现了反转。”

据报道，2009 年，上海中学
生首次参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考
试（PISA）就击败了来自包括英
国在内的数十个国家的竞争对
手，且数学平均分和优秀率远高
于英国，这样的成绩令全球教育
工作者震惊。有人将此称作西方
国家被赶超的“尴尬时刻”。

在此之后，以英国为代表的
一些西方国家开始向中国“取
经”，学习中国的数学教育方
式。其中，上海的数学教育最受

追捧，被称为“上海模式”。
2014年 9月，中英数学教师

交流项目启动。此后中英双方先
后互派了数百名数学教师交流学
习，影响和覆盖了上百所学校和
数万名学生。

英国教育部 2016 年 7 月宣
布，英国将在未来4年投入4100
万英镑(约合3.5亿元人民币)，在
8000所小学推广“上海模式”。

负责小学教育事务的英国教
育大臣尼克·吉布表示：“我对现
在采取的措施很有信心，一定能
让年轻人为未来的学习和 21世
纪的工作做好充分准备；而且我
们经常听到的英国人‘不会数
学’的说法将成为过去时。”

英国将引进中国数学教材的
消息一出，不少英国网友表示欢
迎和期待。网友@saila 表示：

“如果当年上学的时候有中国课
本的话，我可能就爱上数学课
了。”网友@vijgos表示：“等不及
要试试中国的教材了。”也有许
多网友反思中英之间教育观念的
差别。网友@ID8296573 认为：

“中英小学生之间的不同不在于
他们使用的课本：中国家长会教
育孩子努力学习、尊敬老师。如
果英国家长也这么做，英国孩子
也能取得同样优秀的成绩。”

早在 2015 年，中国的《一课
一练》数学分册就已被翻译成英
文，迄今已被400余所英国学校
采用。

中国基础教育的辐射力早已
不止于英伦三岛。美国、芬兰和
南非等许多国家，还有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
不少国际组织，也都来过中国

“取经”。
值得一提的是，中式教育“出

海”，走的是取长补短的双赢路
径。英国基础教育引入“上海模
式”，正是希望改善过于偏重学
生个性化发展的教学模式，希望
提高对学生应有的共性要求，并
提高教学难度，以利更快提升学
生成绩。而中国基础教育改革正
在汲取西方经验，构建多元评价
体系，赋予学生更多自主权。

西方教育向东看！
英国小学生将捧起中国课本

当地时间 8 月 8 日，首部德
汉法律语言专业工具书《德汉法
律词典》在德国柏林举行首发仪
式。

这部词典收录了德文法律
领域的专业词汇和专业词组约
2.1 万条，内容涉及法理论、法
史、宪法、民法、刑法等法律学
科。词典编著者周恒祥表示，这
部词典作为他长期研讨法律专
业概念和用语的成果，改善了此
前许多德语法律专业术语无典
可查，或有部分德汉词典零星收
录法律术语、但解释不够精确的

情况。
词典出版机构、成立于1798

年的柏林东克尔&洪布洛特出版
社社长弗洛里安·R·西蒙表示，
作为市面上首部德汉法律语言
专业工具书，这本书可以帮助两
国人民在法律专业层面加强相
互理解。

中国驻德大使馆教育处公
使衔参赞刘立新表示，词典凝聚
了作者作为老一代公派留学生
的专业结晶，将为国内有志从事
中德法律交流事业的学生提供
参考帮助。

《德汉法律词典》在德国首发

8月 9日，中国电信在河北
雄安新区雄县宣布 5G 创新示
范网建设启动，同时发布《中国
电信 5G创新示范网白皮书》，
力争 2019 年实现 5G 试商用，
2020年实现5G商用。

4月雄安新区设立后，中国
电信成立“服务河北雄安新区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计划以雄
安新区为基点，高标准、高起
点、高质量打造智能、安全、高
速的国际一流信息通信基础设
施。以雄安新区为支点，打造
京津冀信息化生态圈，实现京
津冀同质共享。

中国电信计划将雄安新区
提升为国家骨干网核心节点级
别，进一步提升新区宽带用户
互联网访问体验，为当地政企
客户提供直达北京的 VPN 专
线、互联网国际精品专线和云
专线等差异化专线服务。

中国电信目前已启动超高
速传输系统建设，计划明年投
产。届时，雄安新区所在地将
由目前的县级网络升级为国家
骨干网络，将与京沪穗站在同
一起点，成为国家骨干网重要
节点，具备通达国内、国际主要
方向的超高速网络传送能力。

中国电信雄安
5G网建设启动

这是施工中的中俄黑龙江大桥。中俄黑龙江大桥是中俄首座跨界江公路大桥。目前，中方施工人员加
紧在施工栈道上作业。中俄黑龙江大桥起点位于中国黑龙江省黑河市，终点位于俄罗斯阿穆尔州布拉戈维
申斯克市，预计2019 年通车。

8 月 10 日，一名女士在博览会上与一款智能家政服务机器人交
流。当日，“NETech 第二届中国（北京）国际互联网+时代博览会”在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以“融创未来‘+’速发展”为
主题，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互联网+时代的前沿产品及信息。

据报道，印度农村经济低
迷，8 月 9 日，至少 50 万人走上
街头抗议，印度金融中心孟买市
的铁路和公路交通瘫痪，抗议者
要求保障在政府机构就业以及
大学就学的配额。

据报道，主办单位估计超过
200万人参与，宣称这是孟买市
历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抗议。印
度媒体估计，上街抗议民众介于
60万到约100万间。

失业率攀升以及农场收入

减少，促使从北部哈里亚纳邦到
西部古吉拉特邦的印度各地农
业小区，加强要求保障就业和教
育的诉求。

此次大规模示威抗议严重
影响孟买的铁路和公路交通，抗
议民众集结的市内一座公园，无
法容纳试图进入的全部民众，但
警方表示，未爆发任何暴力冲
突。当局动员一万名警力，协助
维持秩序。

印度逾50万人抗议要求保障就业
孟买交通瘫痪

一、东台市第三人民医院的
老病房改造工程已经批准建设，
工程所须资金来源是自筹，现已
落实。现邀请合格的潜在投标
人参加本工程的投标报名。

二、工程概况
1、工程地点：东台市第三人

民医院内；
2、工程规模：约45万元；
3、工期要求：30个日历天；
4、质量标准：合格。
三、本招标工程共分一个标

段，标段划分及相应招标内容如
下：

东台市第三人民医院老病
房改造工程施工，完成招标人提
供的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的
全部施工内容。

四、申请人应当具备的主要
资格条件：

1、申请人资质类别和等级：
三级及以上建筑工程施工总承
包资质；

2、拟选派项目负责人资质
等级：二级及以上建筑工程专业
注册建造师。

五、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
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

六、投标申请人可于2017年
8月 11日 9时至 2017年 8月 15
日17时上班时间（节假日正常上
班）到东台市聚府双苑（实验初
中路南300米东侧二楼）购买招
标文件及相关资料。联系电话
18105111998。售价 300 元/份，
售后不退。同时须缴纳诚信保证
金1000元整。报名成功后，无充
分理由不参加本项目投标的，诚
信保证金将不予退还。

七、投标人必须委派本单位
正式员工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
购买招标文件及相关资料。

八、本工程投标截止时间、
开标时间、地点：详见招标文件。

2017年8月11日

东台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资格后审）

东台市亮辉农产品物流有
限公司股东会于2017年 8月 10
日决议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
了公司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
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鲁先生

联系电话：85511173
地址：东台市时堰镇红庄村

四组（安时路北侧）
邮编：224200
东台市亮辉农产品物流有

限公司清算组
2017年8月12日

注销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