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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8日下午，2019年广东“众创
杯”创业创新大赛之邮储银行大众创
业创富赛（中山赛区）评选赛在邮储银
行中山市分行5楼会议室举办。

本次大赛由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中山市农业农村局、共青团
中山市委员会、中山市妇女联合会、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山市分行共同主
办。活动主题为“圆众创梦想 谱南粤
新篇”，赛事分为创意赛、创业赛以及
创富赛三个组别。据悉，中山本土有26
个项目从286个参赛项目中脱颖而出，
同台竞技，整个赛况可谓百家齐放、精
彩纷呈。

本届参赛项目涉及多个领域，
既有现下热门的垃圾回收，也有给
大众提供医疗服务的智能康复护理
机器人；既有互联网+生态农业信
息化平台，也有专注于餐饮行业的
数字化营销项目。经过现场激烈角
逐，I LOVE 回收队、中山市鑫轩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中山市触电网络
有限公司等 6 家团队/企业晋级全
省片区半决赛。

赛后，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邮储银行及相关部门还将通过
政策扶持、资金支持、导师辅导、基地
孵化等方式，结合“资金支持、品牌传

播、技术指导、商业模式交流”四位一
体的“融资+融智”综合平台，为参赛项
目和选手提供针对性服务。 谢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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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6日，浦发银行中山小榄
支行迁址至小榄镇升平中路 9 号
新址，正式对外营业。作为浦发银
行在中山地区的一家综合型网
点，该支行以更新形象、更强功
能，打造一流数字生态银行，全面
融入西北组团中心，为镇区经济
服务，为支持中山市实体经济建
设服务。

小榄镇作为全国重点镇、广东
省中心镇和中山市西北组团中心，
在中山市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浦
发银行中山小榄支行利用这次乔
迁新址为契机，将新网点进行了再
升级、再强化，并充分发挥独特的
体制和机制优势，在装修一新的新
址营业大厅安置了 3台VTM（其中
一台含存款的高速存取款机）、3台
存取款一体机、1台桌边机、1台对
公综合自助设备。正在厅堂为客户
操作的服务人员介绍，新的 VTM
功能涵盖个人开户、信息修改、密
码修改重置、转账、销户、流水查询

打印、信用卡等个人业务，其中含
高速存取款功能的 VTM，除了包
含一般 VTM 功能外，还支持大额
存取款，机具还设置了钞券扎把
机，客户自助办理，方便快捷。另
外，对公综合自助设备则支持票据
受理、账单查询打印、非重要要素
信息修改、综合签约等公司业务，
进一步分流公司业务，客户可通过
机具自助办理相应公司业务，减少
客户等候时长，提升客户服务体
验。而桌边机的功能，则弥补了低
柜柜员不能办理现金业务的缺陷，
客户可通过桌边机进行现金（1元
以上的存取款），增加客户办理小
面额存取款的渠道。

“VTM机和柜面还配有人脸识
别功能，可有效识别非本人办理业
务情况，降低冒名办理业务的情况
出现，有效控制操作风险。”浦发银
行的服务人员介绍，今年该网点柜
面上线无纸化系统功能，还可根据
客户的需求提供电子回单，实现无

纸化，环保又高效。
据介绍，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是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
行下辖二级分行，也是其在珠三
角区域布局的第四家异地分行，
于 2010年 9月挂牌开业，自成立以
来，该分行便逐步深入中山市主
要经济发达区域，已在东区、小榄
镇、火炬开发区、古镇镇、沙溪镇
等地部署了多家网点，为多个镇
区的经济发展和广大客户提供专
业高效的优质服务，打造了稳健
高效的品牌形象。而中山小榄支
行则是中山分行下辖的第一家二
级支行，此次因业务发展需要，迁
址至升平中路 9 号金菊花园繁华
的商业步行街。

“浦发银行中山小榄支行将以
高效、直达、智能、共享的数字化生
态平台，运用数字化技术，打破和

消除业务管理、客户服务、产品创
设、风险和运营等很多领域的中间
环节，打造一流数字生态银行，继
续以先进的理念、更高的标准，在
中山经济转型和企业发展浪潮中
迎接新的挑战，努力建成中山小榄
市场上有品牌形象、有市场地位、
有核心竞争力的现代金融服务企
业。”浦发银行中山小榄支行的负
责人在开业当天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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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一新的新址营业大厅。

依法严厉惩处“村霸”、“街霸”、
“市霸”、“行霸”等黑恶势力！

综合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
爽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确认，一辆载
有中国游客的旅游大巴 19日在老挝
发生严重交通事故，截至北京时间20
日 13时，车上 44名中国公民中，13人
不幸遇难，31人受伤。

“我们和大家一样，都十分关注
此次车祸中包括中国游客在内的所
有乘客的安危。”耿爽说，受伤人员均
已转至琅勃拉邦市，部分在旅馆安
置，部分在医院救治，其中 2人重伤，
尚未脱离危险。2名老挝公民受轻伤。
事故原因正在调查。

8月 19日下午，一辆载有中国游
客的旅游大巴在距离老挝琅勃拉邦
市约40公里处发生严重交通事故。车
上共载有 46人，包括 44名中国公民
和2名老方人员。

耿爽说，获悉事故发生后，中国
驻老挝使馆和驻琅勃拉邦总领馆立
即启动应急机制，全力协调老挝军
警、地方救援力量和中资企业、领事
协助志愿者等开展救援。驻琅勃拉邦

总领馆总领事连夜率工作组赶赴现
场开展工作。

“目前，事故处置工作仍在紧张
进行。外交部和中国驻老挝使领馆将
继续跟进并持续发布有关情况。”耿
爽说。

正在老挝参加中国—老挝军队
“和平列车—2019”人道主义医学救
援联合演训活动暨医疗服务活动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赴老挝“和平列车”
医疗队，20日携带急救药品和设备，
前往琅勃拉邦参加对遭遇车祸同胞
的救援行动。

据了解，“和平列车”医疗队当天
派出两批各10人，紧急前往事故地点
执行伤员救治任务。第一批人员由 1
名队长、6名军医和 3名护士组成，包
括根据此次车祸情况配备的紧急救
援需要的心外科、心内科、呼吸重症、
骨科、普外科和神经内科医生。他们
乘坐我军直—8G改装救护直升机前
往事故地点。第二批人员乘坐老方新
舟60客机前往。

■试图靠近
当天两国领导人的见面显得不同

寻常。普京专门带上一束鲜花送给马
克龙夫人布丽吉特，而刚刚在度假时
受伤的布丽吉特也临时拆除了手臂上
的夹板，以示对普京的欢迎。

两位领导人在会谈前共同会见了
媒体记者。作为东道主，马克龙表现出
推动法俄、欧俄关系发展的强烈意愿。
他表示，世界秩序正面临历史时刻，多
边主义受到挑战，在此背景下，各国应
建立新的协作机制。

马克龙说，“俄罗斯属于欧洲”，欧
俄间应重建安全信任、变得“更加亲
近”，应构建一个“从里斯本到符拉迪
沃斯托克”的欧洲，法国愿为此充分发

挥作用。他还宣布将于明年 5月赴俄
参加庆祝战胜纳粹德国75周年活动。

据马克龙介绍，国际危机将是两
人会谈的核心内容。他强调俄罗斯在
解决国际危机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并称法俄将在军控和气候变化等
重大国际问题上展开合作。关于伊朗
核问题，马克龙说，法俄致力于缓解伊
核危机，支持维护伊核协议，同时致力
于维护地区稳定。关于乌克兰问题，马
克龙称，希望在未来数周举行“诺曼底
模式”下的俄、乌、德、法四国领导人磋
商，以真正改变俄乌关系。

普京也在一些问题上给予了较为
积极的回应。他对法国为今年 6月恢
复俄罗斯在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表决

权扮演的“关键角色”表示赞赏。关于
气候变化，普京表示，俄罗斯响应了法
国的倡议，并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方
面做出重要承诺。关于乌克兰问题，普
京说，俄方支持“诺曼底模式”，他对俄
乌关系持“谨慎乐观”态度。

此间分析人士指出，今年的七国
集团（G7）峰会将于 24日在法国南部
城市比亚里茨召开，欧盟和俄罗斯在
峰会前夕有“相互靠近”的战略需求。
双方在伊朗、乌克兰、气候变化等问题
上需要共同向美国施压。

俄罗斯政治信息中心主任穆欣认
为，由于德国总理默克尔即将卸任，马
克龙需在欧洲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以继承默克尔“欧洲之主”的地位。在
马克龙看来，普京可在这方面给予足
够支持。

■分歧依旧
法国媒体普遍认为，马克龙G7峰

会前与普京举行双边会谈，是“把G7
峰会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G8峰会”。

然而，普京对马克龙版的“G7+1”似乎
并不领情。

在记者会上，有法国记者问普京
如何看待G8峰会。普京直截了当地回
答：“G8已经不存在了，我无法对一项
不存在的事物发表看法。”普京说，他
更看重二十国集团（G20），G20国家
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的80%
以上，中国、印度这些国家都极为重
要。他还表示，其他一些地区性组织也
非常重要，比如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
国家，这些组织无论规模大小，都促进
了俄罗斯与伙伴国积极有效的联系。

此外，两人关于叙利亚问题的表
态也存在明显分歧。马克龙说，法国高
度关注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局

势，该地区冲突导致平民伤亡，法方呼
吁各方遵守停火协议。普京则表示，目
前恐怖分子控制伊德利卜大部分地
区，从该地发起袭击并向其他地区输
送武装分子，这是非常危险的，因此俄
罗斯支持叙利亚军方在该省的军事行
动，以清除恐怖主义威胁。

穆欣认为，作为北约成员国，法国
无法同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达成共
识。

有分析指出，从法俄领导人会谈
情况来看，双方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分
歧依旧。甚至有法国媒体为此次法俄
领导人会谈的新闻写了这样一条新闻
标题——“布雷冈松堡：普京和马克龙
微笑之下龃龉不断”。 新华社

据新华社电 美国商务部 19日决定将一项
“临时通用许可”延长90天，再次推迟针对华为及
其附属公司现有在美产品和服务所实施的交易禁
令，以避免禁令对美国消费者造成不利影响。

美国商务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自8月19日起
的 90天内，获得“临时通用许可”的美国企业可
向华为及其非美国附属公司出口、再出口和转让

“特定”和“有限的”产品或技术。
美国商务部 5月 15日将华为及其 68家附属

公司列入实体清单；5月20日发布一项为期90天
的“临时通用许可”，允许华为及其附属公司从事

“特定活动”，以保证美国现有相关网络的持续运
营，为美国现有的相关移动服务提供支持。

声明说，延长“临时通用许可”是为了让美国
消费者有更多的适应时间。美国商务部部长威尔
伯·罗斯在声明中说，“我们认识到有必要给予更
多时间以避免混乱”。

声明说，“临时通用许可”之外的出口、再出
口和在美国国内进行的产品或技术转让仍须获
得美国商务部下属工业和安全局颁发的有关许
可，而默认审查状态为否决。

美国商务部还在声明中说，将另外46家华为附
属公司列入实体清单，这个决定自8月19日起生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北京时间 19日表示，希
望美方“停止对华为等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和制
裁，以公平、公正、非歧视方式对待中国企业”。

据新华社电 美国国防部 19日发表声明说，
美国18日在加利福尼亚州试射一枚常规陆基巡
航导弹。这是美国退出《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
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导条约》）后首次
公开宣布试射该条约所限制的导弹。

声明说，当地时间18日下午2时30分，美国在加
利福尼亚州圣尼古拉斯岛试射一枚常规陆基巡航导
弹。该导弹在飞行500多公里后击中目标。此次试射
获得的数据等将被用于未来美国中程导弹的研发。

苏联和美国 1987年签署《中导条约》，规定
两国不再保有、生产或试验射程在 500公里至
5500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及其发射装
置。今年 2月，美国单方面启动退出《中导条约》
程序。8月2日，美国与俄罗斯均宣布《中导条约》
当天失效。同一天，美国国防部宣布将全面研发
此前受《中导条约》限制的陆基常规中程导弹。

美对华为“临时通用
许可”再延长90天

美国首次试射
常规陆基巡航导弹

在退出中导条约后

法俄首脑会：鲜花难掩龃龉
法国总统马克龙19日在法国南部度假胜地布雷冈松堡的总统

避暑官邸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从双方表态看，两国在伊朗、乌克

兰等问题上有一定程度的共识，但在叙利亚等问题上分歧依然明显。

老挝车祸致13名中国公民遇难
我军赴老挝“和平列车”医疗队参与救援

88月月2020日日，，我军赴老挝我军赴老挝““和平列车和平列车””医医
疗队抵达老挝琅勃拉邦疗队抵达老挝琅勃拉邦，，参与救援参与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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