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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从芯出发，健康万
家”一月一度的净水慈善行，九芯
爱心水天使们前往中山市沙溪下
泽小学捐赠爱心水机，开启爱心
活动的第47站。

爱心活动于当日上午十点整
正式启动，沙溪下泽小学校领导向
全体师生介绍本次的爱心活动，呼
吁大家关注喝水健康，保护环境水
资源。保护水环境，珍惜水资源，要
从小学起，珍惜一点一滴。

沙溪下泽小学自1930年创办
至今，以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和良
好行为习惯为目标，稳抓养成教
育，整体提升学生的精神面貌，规
范学生的言行举止，凸显德育特
色。而沙溪下泽小学全体教职工则
以崭新的精神风貌，向着培养学生
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全面提高学
生素质的方向做出不断的探索和
努力。

九芯股东代表杨波以及爱心
部部长吴晓杰上台给所有师生分
享了爱心公益心得，介绍九芯近
几年来的爱心公益活动，以及九
芯一直以来坚持的使命——“帮
助市民喝上健康好水而努力奋
斗”，鼓励学生们努力学习，坚持

学业不轻言放弃。
现场师生踊跃参与到爱心捐

赠互动当中，与九芯水天使们达
成爱护环境的共识。九芯一直以
来密切关注学生的健康成长，爱
心捐赠活动也是希望孩子们都能
喝上健康好水，健康成长。九芯送
出的爱心水机，不仅是提供给学
生们健康好水，更是向孩子们传
达爱护环境的理念，呼吁每个人

都要为社会尽一份力。
本次校园捐赠只是九芯爱心

部在慈善路上的一个小小举动，在
未来的慈善路上，九芯会帮助更多
中小学校、特殊学校等喝上健康好
水，在需要支援的地方鼎力相助。
九芯也呼吁广大市民，珍惜水、爱
护水、节约水，从自己做起，使我们
的家园，变得更加美好。 肖琴

九芯爱心捐赠
助力健康成长

真情助捐弘美德。关
校长向九芯净水爱心天使
颁发“心系公益，爱洒校
园”锦旗，表达感恩之情。

▲

““九芯爱心水天使九芯爱心水天使””走进走进沙溪下泽小学沙溪下泽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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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商 部 负 责
人高威强分享健康
水知识，告诉大家一
杯好水对身体健康
成长的重要性。

▲

据新华社电 据朝中社 13
日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
恩 12日在新加坡朝美领导人
首次会晤中接受美国总统特
朗普对他访美的邀请，同时他
也邀请特朗普方便时访问平
壤，特朗普接受了邀请。

报道说，金正恩表示，
“因为朝美两国之间存在根
深蒂固的不信任和敌对意
识，产生了很多问题”，他希
望“为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
与稳定及无核化，双方要承
诺相互理解、互不敌视，并采
取法律、制度上的措施为此

提供保证”。
报道说，金正恩希望“双

方要为履行此次会晤中讨论
的各项问题和联合声明尽快
积极采取实践性措施”，并希
望双方首先要做出“终止刺
激和敌视对方的军事行动的
决断”。

报道还说，特朗普对金正
恩的观点表示理解，并表示
愿意在朝美进行对话期间停
止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提
供安全保证，通过对话协商
使关系改善取得进展，解除
对朝制裁。

金正恩说，如美方采取真
诚的建立互信的措施，朝方也
会相应地采取措施。

金正恩与特朗普 12日在
新加坡举行两国在任领导人
史上首次会晤，并签署了一份
联合声明。根据联合声明，朝
美将努力“建立新的朝美关
系”，以及“构建朝鲜半岛持久
稳定和平机制”。特朗普承诺
为朝鲜提供安全保障，金正恩
重申对“朝鲜半岛完全无核
化”的承诺。为推进落实会晤
成果，朝美将举行高级别政府
代表团谈判。

据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
人耿爽13日表示，美方日前宣布
将停止美韩军演，证明中方的“双
暂停”倡议合情合理、切实可行。

耿爽表示，在朝美领导人新
加坡会晤之前，朝鲜半岛局势就
已经出现了积极变化。“朝鲜方
面停止了核试验，美韩方面在军
演问题上也作出了自我约束。这
在事实上就实现了中方提出的

‘双暂停’倡议。”
耿爽说，美国总统特朗普12

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将停止美韩
军演，这再次证明中方的倡议合
情合理、切实可行，不仅符合各
方利益，也能解决各方最急迫的
安全关切。

他说，中方在半岛问题上的
主张站得住脚，终将得到各方支
持。

据新华社电 马其顿
总理扎埃夫 12日宣布，马
其顿和希腊就国名问题达
成协议，马其顿国名将更
改为“北马其顿共和国”。

扎埃夫当天在马其顿
首都斯科普里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宣布，根据协议，
该国将对内对外使用“北
马其顿共和国”这一国名。

据悉，扎埃夫与希腊
总理齐普拉斯就马其顿更
改国名问题进行了长时间
讨论。

齐普拉斯当晚发表电
视讲话说，扎埃夫同意着
手修改宪法，删除被希腊
视为“有领土要求”的内
容。

齐普拉斯当天已向希
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通报
他与扎埃夫的通话情况。

扎埃夫 5 月 30 日表

示，将在与希腊达成协议
后举行全民公投决定国名
问题。协议需要经两国代
表签署并在议会通过后生
效。但有分析人士认为，新
国名可能会遭到两国强硬
派的反对。

马其顿与希腊之间就
马其顿国名问题的僵局持
续长达 20 多年。马其顿
1991 年宣布独立，并于
1993 年以“前南斯拉夫马
其顿共和国”名义加入联
合国。此后，马其顿对内对
外使用宪法国名“马其顿
共和国”。希腊认为，马其
顿的国名暗示马其顿对希
腊北部马其顿省存在领土
要求，要求其更名，不然就
将继续阻碍马其顿加入北
约和欧盟。欧盟呼吁马其
顿与希腊尽快解决国名争
议，以便开始入盟谈判。

马其顿和希腊
就国名问题达成协议

将更名为“北马其顿共和国”

认为美国针对进口
钢铝产品征收高关税违
反世贸规定

挪威在世贸组织
提起磋商请求

据新华社电 挪威外交部 12日发表声
明说，挪威当天在世界贸易组织就美国针对
进口钢铝产品征收高关税提起磋商请求。

挪威外交大臣伊娜·瑟雷德在声明中
说，挪威认为美国对进口钢铝产品征收额外
关税违反了世贸组织规则。对于挪威这样的
开放型小国来说，遵守国际贸易规则至关重
要。如果有人违反规则，无论是单个国家还
是国际经济都将受到影响。

瑟雷德指出，美国无视世贸组织规则
的行为削弱了该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公信
力，并可能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
体制。

提起磋商请求是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的第一个环节。如果磋商没有成果，挪威可提
请世贸组织成立专家组对案件展开审理。

美国 3月宣布，由于进口钢铁和铝产品
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将对进口钢铝产品分
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关税措施正式生
效后，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印度等已将美
国此举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印度北方邦
发生交通事故
致16人死亡约20人受伤

据新华社电 印度北方邦一名地方官员
13日证实，当天早晨，在迈恩布里地区，一辆
巴士撞到道路分隔栏，导致 16人死亡，约 20
人受伤，其中一些人伤势严重。

当地官员普拉迪普·库马尔在电话中对
新华社记者说，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
这辆巴士正从拉贾斯坦邦首府斋浦尔开往
北方邦的根瑙杰地区，事故发生时车内大约
有90名乘客。

这名政府官员说，伤者已被送到当地一
家医院，由于一些受伤乘客情况危急，死亡
人数恐怕还会上升。

因道路状况恶劣以及驾驶员超速、车
辆超载等违规操作，印度交通事故频发。据
不完全统计，印度每年有约15万人死于交通
事故。

6月12日，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人们参加城市节盛装大游行。
一年一度的里斯本城市节盛装大游行12日晚在市中心自由大道精彩上演。盛装大游行是为

期一个月的里斯本城市节庆祝活动的高潮，目的是向世人展示里斯本的城市魅力。
新华社 发

金正恩与特朗普接受互访邀请
相关
新闻

美方宣布停止美韩军演
中方:证明“双暂停”切实可行

分享可口可乐，赢世界杯好礼
四年一度，万众期待。这个夏天什么让你早已心潮澎湃？当然是在俄罗斯拉开帷幕的2018世界杯！可口可

乐携手FIFA推出手环瓶可乐，撕下手环，带上手腕，扫描手环—开启AR互动模式，陪你一起畅爽观球。

即日起至 2018

年7月15日期间，符合

本促销活动参加资格

的消费者，凡在指定卖

场、超市、便利店、电影

院等，购买可口可乐公

司指定产品组合，凭购

物小票即可获得刮刮

卡一张，有机会刮取一

等奖阿迪达斯定制版

足球，二等奖可口可乐

旅行袋等，更多奖品等

你来！

可口可乐手环瓶

已在市面出售，带上手

环，举起双手，为支持

的球队加油，有你才

“队”。2018世界杯，我

们一起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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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18幢201-1

中山市南区城南二路 3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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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山 市 康 信 拍 卖 有 限 公 司 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定于2018年6月29日下午3时在本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公开拍卖以下物业租赁权：

有意者请于2018年6月28日17时前将保证金汇入以下账户（到账有效），收款单位：中山市康信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建行中山分行沙朗支行，账号：
44001781401059338888，并携带进账凭证、有效身份证明及相关资料到本公司办妥竞买登记手续（逾时恕不办理）。

标的展示日期：2018年6月25、26日。
拍卖公司地址：中山市西区沙朗金港路康益大厦
联系电话：88660819、88551888-801、808
监督电话：88228466

中山市康信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6月14日

经营权转让项目公告
一、受委托，对标的 NO.T0044T 型广告牌经营权进行公开挂

牌转让（项目编号：180600D0JY08），标的底价为人民币 48 万
元/年，使用终止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23 日。

二、竞标保证金：人民币10万元（公告期满前交纳）。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境内依法注册、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可参与竞投本项目标的。
四、公告起止日：2018年6月14日至2018年6月28日。
五、受让意向登记地址及联系人：中山市东区兴文路13号帝璟东方园7至12幢二层28

卡至31卡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权交易中心）产权交易服务窗口。联系
人：黄先生，电话：0760-88226231。

请有意向的投资者登录中山产权交易网：http://www.zhshcq.com/ 了解该项目的详
细内容和下载相关表格。

注意事项：意向受让方应在公告期满前到检察机关申请并取得其出具的《检察机关行
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提交产权交易中心，对有行贿违法犯罪行为的企业法人，限制
其交易资格（详细事项请登录中山产权交易网查阅）。

中山市新域广告有限公司
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2018 年 6 月 14 日欢迎 业务委托来人
来电

买卖资产就上中山产权交易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