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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房 公 告
尊敬的中建·森林上郡2#地块业主：

您所购买的中建·森林上郡2#地
块住宅（郑州航空港区郑港一路北侧，
郑港二街东侧）现已达到交付条件。
我公司定于 2017年 10月 30日—31
日（9：00-17：00）集中办理交房手
续。请各位业主按《交房通知书》要
求携带相关资料和费用按时前往中

建·森林上郡物业客服中心办理房屋
交接手续。逾期按合同约定处理。
特此公告！

各位业主如有疑问，欢迎咨询：
0371-56590077。

恭祝各位业主喜迁新居、事事如意！
郑州中建大观置业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27日

▲河南祥巨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二级注册建造师刘创，证书
编号：00985795，专业类别：建筑
工程，注册建造师证遗失，声明
作废。

▲河南天宏建筑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孙百松安全考核证，证书

编号：豫建安 B（2007）2004754。
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科技报社王四典记者
证不慎丢失，特此声明。统一编
号：B41001955000036。

▲杨东升遗失军官证，证号：
军字第0031985号，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吴春耕亮出交通前三季度详细
的“成绩单”如下：

交通运输行业累计降低物流费
用635.7亿元，完成全年任务目标的
81.2%。吴春耕介绍，交通运输行业
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交通脱贫
攻坚、改善营商环境、服务国家重大
战略等方面均取得了积极进展。在
全面清理规范交通运输领域罚款、检
查和涉企收费方面，9月底已完成部
省两级清单公布工作；跨省大件运输

并联许可全国联网等任务目标已提
前完成。以上措施成为推动物流成
本下降的有力抓手。

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继续快
速增长。前三季度，交通固定资产投
资 完 成 2248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4.4%，规模和增速均创近几年来新
高。其中，公路水路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 16460 亿元，同比增长 19.7%，完
成 全 年 1.8 万 亿 元 投 资 目 标 的
91.4%。

客运结构进一步优化。前三季
度，全社会完成营业性客运量 140.4
亿人，同比下降2.5%。其中，铁路客
运量较快增长，同比增长9.1%，铁路
客运量占全社会客运量比重同比提
高 1.8个百分点；公路客运量降幅有
所扩大，同比下降5.3%；水路客运量
较快增长，同比增长4.7%；民航客运
量保持快速增长，同比增长 12.5%；
全国中心城市公共交通客运量同比
增长 1.5%，其中轨道交通客运量增
长15.6%。

货运增速进一步加快。前三季
度，全社会完成货运量343.3亿吨，同
比增长 10.5%，为近年来新高，其中
三季度增长 11.4%，较上半年加快
1.4个百分点。铁路货运量保持快速
增长，完成货运量27.6亿吨，同比增
长 14.6%，增速创“十二五”以来新
高，占全社会货运量比重为8.0%，同
比提高0.3个百分点；公路货运量增
速逐季加快，完成货运量266.6亿吨，
同比增长10.9%；水路货运量较快增
长，完成货运量49.2亿吨，同比增长
6.4%；民航货运量稳步增长，完成货
运量510万吨，同比增长6.4%；快递
业务持续高速增长，完成业务量
273.9亿件，同比增长29.8%。

港口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前三
季度，规模以上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94.7亿吨，同比增长7.6%，为近四年
来新高，各季度增速均保持在 7%以
上的较快水平，其中内、外贸吞吐量
增速分别为8.0%和6.9%。

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巡视
员毛健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新动
能加快积聚。”他分析，主要体现在以
下三方面：一是新业态有序发展，“互
联网+”平台已覆盖铁路、公路、水路、
民航、邮政和城市配送等主要领域，
无车承运试点企业达 283家。二是
新模式持续推广。大力推动多式联
运、甩挂运输和冷链物流发展，集装
箱铁水联运量同比增长30%以上，公
路甩挂运输试点项目超过 200 个。
交通与旅游融合发展步伐加快。三
是新技术加快运用。“十三五”交通领
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出台，实施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办法。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 10 月 25 日电话

祝贺中共十九大胜利闭幕，祝贺习近平

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并表示期

待着同习主席在北京会面，就加强美

中合作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

题充分交换看法。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当前中

美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两位元首通

过会晤、通话、通信的方式保持了密

切交往，为中美关系发展发挥战略

引领作用；双方在海湖庄园会晤上

确立的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已全部

顺利启动，两国各层级沟通协调稳

步推进。

就在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夕，中美

能源合作又取得新成果，双方在美国

丹佛市共同发布 9个能效领域合作示

范项目，签约 10个合作项目。中美能

源合作成为两国经贸合作的新亮点，

将为全球能源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对全球能源安全、气候变化、核安全

等问题也十分重要。

能源合作是中美全方位、宽领

域合作格局的一个缩影，也是合作

成为双方必然选择的又一个佐证。

两国在经贸、两军、执法司法、人文

和地方等各领域交流不断深化，合

作不断拓展，为中美关系注入更多

动力。

中共十九大绘制了中国未来发

展的宏伟蓝图。一个开放、包容、崇

尚合作共赢的中国将为美国和世界

其他国家带来更多机遇。

中美两国领导人聚首北京，是一

次举世瞩目的重大外交活动。中方

期待这次会晤成为双方共同规划中

美关系未来发展、推动中美更多互利

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

利益的契机，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作出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记者
26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
改委、财政部、商务部、工商总局、国务
院法制办日前联合印发《公平竞争审查
制度实施细则（暂行）》，从审查机制和
程序、审查标准、例外规定、社会监督、
责任追究等方面对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相关规定进行了解释和细化。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国家
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进制度的贯
彻落实，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效。但与此
同时，由于观念转变滞后、自身能力有限

等原因，一些政府部门对制度重要性的
认识仍不到位，影响了工作进展。实施
细则的出台，为政策制定机关开展公平
竞争审查提供了重要指引，有利于增进
对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理解和认识，督
促和规范审查工作，提高审查水平。

实施细则明确，政策制定机关未进
行公平竞争审查或者违反审查标准出
台政策措施的，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
拒不改正或者不及时改正的，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据相关法律法规给予处分。

据新华社石家庄10月26日电 26
日，中车唐山公司研制的世界首列商用
型氢燃料混合动力100%低地板现代有
轨电车在河北唐山市唐胥铁路载客运
营。这也是全球范围内，氢燃料电池有
轨电车首次商业运营，标志着我国在新
能源轨道交通领域实现重大突破。

氢燃料电池技术是全球清洁能源
开发利用的主流方向，通过氢与氧的直
接电化学反应发电，是电解水的逆过
程，能量密度高、噪音低、无污染，发电
反应最高温度不超过100℃，不产生氮
氧化合物，唯一的排放物质只有水，是
真正的“零排放”。

经过4年多攻关，中车唐山公司率
先在全球首次突破了燃料电池/超级电
容混合动力牵引和控制等一系列关键
技术，研制的有轨电车完全取消受电弓
和接触网，填补了该领域空白，实现污
染物“零排放”和全程“无网”运行。

唐胥铁路具有 136年历史。唐山

市充分利用“中国铁路零公里”及“老工
业基地”等特色景区的吸引力，将唐山
南站、开滦矿山公园、启新1889工业园
及南湖风井组成的“中国铁路源头游”
三条铁路打造成唐山工业旅游线路。

据悉，唐山工业旅游线路采用氢燃
料电池有轨电车，无需架设接触网，不
用沿途安装第三轨和充电桩，完整保留
了百年唐胥铁路的原貌。列车采用世
界最先进的100%低地板技术，车厢地
板距轨道面仅35厘米，无需站台；最小
转弯半径仅 19米，可沿现有城市道路
直接铺设轨道，在地面行驶和停靠，乘
客轻松搭乘。线路运营全程 13.84 公
里，有轨电车一次快速加氢只需 15分
钟，可持续行驶40公里，最高运行时速
70公里。

中车唐山公司介绍，氢燃料混合动
力有轨电车，采用2动1拖3辆编组，设乘
客座位66个，最大载客量336人，还可根
据运营需求灵活增加编组和载客量。

据新华社上海 10 月 26 日
电 中国铁路总公司将与国际铁
路联盟（UIC）共同举办“铁路合
作·发展”论坛，“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专家代表将围绕铁路国际合
作和铁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进行
讨论，探寻铁路建设与合作的新
空间。

这是 26日开幕的第十四届
中国国际现代化铁路技术装备展
览会透露的信息。

记者从展会上获悉，来自12
个国家和地区的240余家企业和
单位参展。展览全方位反映了中
国铁路工程建设、技术创新、运营
管理、国际合作等方面的重要成
果，也表达了中国铁路与世界铁
路同行真诚合作、共同分享发展
成果的愿望。

到2016年底，中国铁路营业
里程达12.4万公里，居世界第二
位，高铁营业里程突破 2.2 万公
里，占世界高铁运营里程的60%
以上，居世界第一位。

从高铁建设、运营创造了巨
大经济社会价值可以看出，智能化
是铁路的发展趋势，现代信息技术
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将加速与铁路
产业的融合，中国及世界各国铁路
同行均在积极探索以智能铁路为
代表的铁路交通技术。

期待中美共创两国关系新气象
五部门出台实施细则

推动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污染物“零排放”全程“无网”运行

氢燃料电池有轨电车全球首次商业运营

国际时评

“稳中有进、持续向好”
——前三季度交通运输亮出成绩单

中国高铁
营业里程
世界第一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交通运输主要指标增速创近几年

来新高，运输结构继续优化，企业效益有所改善，行业发展

新动能不断壮大，交通运输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持续向

好”，为全面完成年度各项任务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是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 10月 26日在此

间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

10月26日，欧洲中央银行理事会在法兰克福宣布，维持欧元区现行的零利率
政策不变，但将延长每月的购债计划，同时缩减购债规模。这是10月25日在德国
法兰克福拍摄的夜色中的欧洲中央银行大楼。 新华社发

12.4万公里
到2016年底，中国铁路营业里程
达12.4万公里，居世界第二位

高铁营业里程突破 2.2万公里，
占世界高铁运营里程的 60%以
上，居世界第一位

60%

据新华社武汉10月26日电 湖北
省日前明确规定，将日间手术、远程医
疗等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
围。专家认为，将符合条件的常见病、
多发病手术纳入日间手术，并纳入医保
支付，有利于缓解“看病难、看病贵”。

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
卫生计生委联合下发通知，要求进一步
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将日间手术视
同住院医疗，纳入医保按病种定额付费
范围，医保基金按照住院报销政策支
付。

日间手术是一种国际流行的手术
模式。它不是门诊手术，而是住院手
术，但从患者入院到出院只需 24小时
至 48 小时。可缓解大医院“一床难
求”，减少患者医疗费用及隐形成本。

通知明确完善远程医疗医保支付
标准。参保人员住院治疗及享受门诊
特殊慢性病待遇的人员，在门诊治疗特
殊慢性病时，使用的远程医疗项目纳入
医保支付范围。卫生计生部门将制定
办法促进远程医疗技术合理使用，避免
过度诊疗。

湖北

日间手术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10月 26日，在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渔民进行捕鱼作业。当日，江西新余仙女湖举行秋季捕鱼活

动，鱼儿跃出水面，吸引了游人的目光。 新华社发鱼跃年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