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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四川鑫威优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你公司与都匀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

委会）于2018年12月7日签订了高端精品商住开发综合
体建设项目的《投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因原选址项
目用地无用地指标，故我区与贵司于 2020年 4月 9日协
商签订《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二），将高端精品商住开
发综合体项目变更为“匀东名城”综合体开发项目并重新
选址。现因你公司未按协议约定的时间推动项目建设，
严重影响了经开区的整体规划建设。由于联系不到你公
司法定代表人及项目负责人，区管委会下属部门区招商
引资局于 2020年 8月 4日将《都匀经济开发区招商引资

局关于商谈四川鑫威优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匀东名
城”综合体开发项目＜终止协议＞的通知》发给你公司，
限期你公司与区管委会联系并恢复项目建设，但至今你
公司未有任何反映。

依据《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二）第四条约定，你公
司与管委会于 2018年 12月 7日签订的《投资协议书》及

《补充协议》和2020年4月9日协商签订《投资协议书》补
充协议（二）已经终止，特此登报告知。

都匀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0年10月12日

都匀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终止《投资协议书》告知书兹有我辖区居民陈贵东，男，身

份证号码:522701196802121214,户
籍地址，贵州省都匀市阳春路85号
附号，于 2014 年 5 月中旬早上 6 时
许，在都匀市阳春路85号二单元楼
梯间拾得一名女婴，其随身携带的
物品有毛被，打开毛被里面有一条
纸条写着(女婴生于 2014 年 5 月 5
日，由于客观原因无法托养，恳请好
心人收养不胜感谢)因找不到女婴
父母，陈贵东自行代养至今，现需寻找弃婴亲生父母。

都匀市公安局小围寨派出所
2020年10月12日

寻亲公告

10 月 10 日，在美国休斯敦，飞行表演队在航空展上展
示技巧。

一年一度的休斯敦航空展 10 日至 11 日在休斯敦埃灵
顿机场举行。受新冠疫情影响，主办方除了强调戴口罩和
保持距离外，还改变了观看方式。观众驾车进入观看场地，
车与车之间需要保持距离，不允许观众随意走动。

新华社发（劳承跃 摄）

世卫组织：

全球日增新冠确诊病例数连续3天创新高
新华社日内瓦 10 月 10 日电 世界卫生组织 10日发布

的新冠疫情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 10日 15时 40分
（北京时间21时40分），全球新冠确诊病例数较前一日增加
383359例，创疫情暴发以来单日最大增幅。全球单日新增
确诊病例数连续3天创新高。

世卫组织 8日报告全球新增确诊病例 343467 例，9日
报告新增 355244 例。截至欧洲中部时间 10 日 15 时 40 分
（北京时间 21时 40分），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已达 36754395
例，累计死亡1064838例。

欧洲疫情近期明显反弹是全球日增确诊病例数屡创新
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欧洲地区近3天的单日确诊病例数均
超10万例。

目前全球疫情蔓延最快的地区为美洲、欧洲和东南
亚。全球 10日报告的 38万余例新增确诊病例中，美洲为
150202例，欧洲为123684例，东南亚为82273例。

世卫组织10日公布的数据还显示，美国、印度、巴西是
全球累计确诊病例数最多的三个国家，均超过500万例；累
计确诊病例数超过 80万例的国家包括俄罗斯、哥伦比亚、
西班牙、阿根廷、秘鲁和墨西哥等国。

纳卡地区停火协议生效 双方互指对方违反协议
新华社第比利斯10月10日电（记者 李铭） 亚美尼亚

和阿塞拜疆达成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纳卡）地区停火的
协议于当地时间10日12时正式生效。

停火协议生效后，亚阿双方均指责对方违反协议发动
袭击。阿塞拜疆国防部网站当天发布消息说，亚美尼亚军
队在停火协议生效后仍袭击和炮击阿境内目标。亚美尼亚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斯捷潘尼扬指责阿塞拜疆军队违反停火
协议，炮击纳卡地区目标。

双方均否认对方的指控。
俄罗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三国外长 10日在莫斯科

发表声明说，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达成在纳卡地区停火的
协议，各方同意自当地时间 10月 10日 12时起在纳卡地区
停火，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协调下交换战俘和遇难者遗体。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9月27日在纳卡地区爆发新一轮
冲突，双方均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率先发动军事进攻。
连日来，冲突造成包括平民在内的人员伤亡。

纳卡地区位于阿塞拜疆西南部，居民多为亚美尼亚族
人。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
题爆发战争。1994年，双方就全面停火达成协议，但两国
一直因纳卡问题处于敌对状态，武装冲突时有发生。

埃及总统批准与希腊达成的海上边界协议
新华社开罗10月10日电（记者 吴丹妮） 埃及总统塞

西 10日签署一项法令，批准埃及与希腊 8月份签署的海上
边界协议。根据协议，两国将设立海上专属经济区。

据埃及金字塔在线网站报道，该法令规定，如发现从一
方区域延伸到另一方区域的自然资源，双方必须合作，就如
何开发这些资源达成协议。

据报道，未来双方还将继续磋商，直到最终完全划定两
国海上边界。

8月6日，埃及外长舒凯里与到访的希腊外长登迪亚斯
签署两国海上边界协议。8月 18日，埃及议会投票批准了
这一协议。

去年11月，土耳其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签署地中海
“海事管辖权”谅解备忘录，寻求在地中海东部获得更大面
积专属经济区，但遭到希腊、塞浦路斯和埃及强烈反对。今
年 8月埃及与希腊签署海上边界协议后，土耳其外交部随
即表示该协议“无效”，土耳其将不允许在相关地区进行任
何活动。

塔吉克斯坦总统选举开始投票
新华社努尔苏丹10月11日电 杜尚别消息：塔吉克斯

坦11日举行新一届总统选举，包括现任总统拉赫蒙在内的
5位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

根据塔吉克斯坦中央选举和全民公投委员会（中选委）
公布的消息，本次选举共有 494 万选民登记投票，共设有
3375个国内投票站和39个海外投票站，国内投票站从当地
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早上9点）到晚上8点（北京时间晚
上 11点）开放。总统选举的初步结果将于 12日宣布，最终
结果将在选举结束后两周内公布。

由于新冠疫情仍在持续，塔卫生部和中选委要求选民
在排队投票时须佩戴口罩并保持社交距离。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独联体、上海合作组织以及驻当地
外交使团共派出140多名国际观察员监督本次选举。

根据塔吉克斯坦法律规定，只要投票人数超过登记选
民半数，总统选举结果即视为有效。在投票中得票率超过
50%的候选人将当选总统。

10月10日拍摄的抗疫主题音乐会《献给2020》现场。
10月10日晚，抗疫主题音乐会《献给2020》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由此拉开第23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序幕。本届音乐

节最大特色是线上线下240余小时不间断呈现，成为全球古典乐坛的一次探索。
新华社发

抗疫主题音乐会揭幕第23届北京国际音乐节

蔡世蓉在成都百脑汇电脑城经营着一家小商铺，80%的
订单来自企业客户。最让她烦恼的莫过于应收账款了，“每
天都会想着怎么把钱收回来。”

作为末端供应商，应收账款难以收回让蔡世蓉经常出现
资金缺口。蔡世蓉想申请贷款周转，但她没有多少资产，客
户的欠条难以作为依据帮她获贷。

供应链末端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融资难、银行风控难、部
门监管难……蔡世蓉遇到的情况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近年来，区块链技术不断落地应用。作为一种分布式账
本技术，区块链通过创造信任来创造价值，为解决现阶段金
融领域资产与交易信息真实性验证难、信用评估成本高、普
惠金融服务难落地等痛点提供了新的思路。

具体来说，区块链是如何帮助蔡世蓉解决贷款难题的？
成都中科大旗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是蔡世蓉的大客户之

一。作为智慧文旅行业的高新技术企业，随着经营规模扩
大，中科大旗需要垫款的情况越来越多，也常因缺少抵押物
而拿不到银行贷款。

借助蚂蚁集团构建的区块链技术平台“双链通”，中科大
旗与蔡世蓉的合作全程“上链”，确保合同真实存在、公开透
明、不可篡改。同时，引入成都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
公司给中科大旗增信，确保后者有能力支付蔡世蓉的货款。
蔡世蓉便可据此向银行证明自己的还款能力，顺利获得贷
款。

在这一过程中，银行还可通过区块链全程掌握贷款资金

流向，确保这笔钱是用于贷款人申请的用途，有效降低风险。
金融的本质是经营信用。工商银行今年4月发布的《区

块链金融应用发展白皮书》指出，区块链为金融服务提供了
将其“信任基础”由线下高成本到线上低成本的转移方案。
在降低信用成本的同时，区块链多方共享的特性也强化了参
与方之间的连接与协作，提升价值交换效率。

“过去我们评估一个企业要看财务报表，银行还会担心
企业报表的真实性。”浦发银行交易银行部副总经理袁蕊表
示，在大数据时代，企业的生产、销售、加工、制造、库存等信
息，都可以成为银行对企业信用评估的参考依据。区块链技
术能使这些信息和数据具有不可篡改、可确权、可溯源等特
征，有助于银行进行评估。

除了供应链金融，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还体现
在贸易融资、资金管理、支付清算、数字资产等领域。国内多
家金融机构、科技企业正在积极布局，构建新平台，助力金融
服务。

在中信银行交易银行部总经理助理王海云看来，区块链
信息透明、难以篡改的特点对追溯资金流向很有帮助。在雄
安新区，中信银行参与搭建的财政建设资金管理区块链信息
系统已上线运行。这一系统能够完成建设者工资和供应商
材料款的穿透式支付，做到可溯源、不可篡改。

在贸易融资领域，蚂蚁集团近期推出了以区块链技术为
基础的全新国际贸易及金融服务平台Trusple，能够与合作银
行实现跨境贸易全链路智能化履约。买家和卖家产生贸易

订单后，将自动“上链”并开始流转。当企业产生融资需求
时，金融机构可以向平台提出验证请求，以确定企业贸易的
真实性。

区块链技术的蓬勃发展，对制度设计、风险防范等提出
了新的要求。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区块链技术发展较快，但同时面临
着标准体系有待完善、隐私保护与数据共享矛盾凸显、性能
效率存在局限性、链内外协同不够等问题。

“区块链技术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对这一技术变革进
行布局时，要更加重视业务创新与生态协同。”蚂蚁集团副总
裁蒋国飞认为，生态协同是区块链价值的“放大器”，既要为
合作伙伴提供更多机会了解业务模式创新，也要建立平台，
便于金融机构自助式地在自己的“生态领域”开展更多生态
式业务，服务好实体经济，推动区块链成为产业连接和价值
流转的枢纽。

还有专家指出，金融机构应根据行业特色，立足实际应
用，配合行业主管部门开展区块链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标准制
定工作，引导金融领域中区块链的有序推广，进一步提高不
同业务领域的规模化应用水平和推广效率。

“新兴科技在金融机构逐步应用，导致传统监管技术手
段难以满足现有的监管需求。因此还应大力发展监管科技，
关注如何利用区块链等新技术来强化金融监管。”中国银行
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表示。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链”接金融服务，区块链如何解决信任问题？
新华社记者 张千千

新华社拉萨10月11日电（记者 陈尚才 侯捷） 随着秋
冬季的到来，高原各地美景如画，吸引着国内外游客前来
旅游。专家提醒，秋冬季西藏空气含氧量低，气压变化和
昼夜温差较大，游客在享受高原美景的同时要密切注意身
体变化，做好新冠肺炎疫情自我防护措施。旅游部门提
醒，游客赴藏应选择正规、信誉较高的旅行社并签订正式
合同，遵守法律和当地宗教、风俗习惯，切忌独自穿越或
前往无人区。

医疗专家提醒，游客进藏前要提前检查心肺功能，不可
抱病进入高原。进藏后，饮食宜清淡，少吃油腻、辛辣、刺激
性食物，适量喝水补充水分；不要饮酒，并要保证充足良好的
睡眠。初到高原，游客要注意防晒，不要急速行走或奔跑，不
要劳累过度，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防止感冒。在没有便携
式制氧设备和抗缺氧药物的情况下，游客不要贸然进入海拔
5000米以上的地区，以免出现急性高原肺水肿。

放松心情不可放松疫情防控。医生提醒，秋冬季公众要
做好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控，包括常通风、勤洗手，保持社交距
离，在通风不好或人员聚集的情况下戴口罩，同时在游玩途
中密切关注权威部门发布的疫情风险提示。

出行旅游方面，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厅建议：一是消费
者应选择正规、信誉较高的旅行社，并签订正式合同；二是在
西藏开车有时速限制，旅行途中要规划好行程和线路；三是
提前预约好一些景区或景点门票；四是在藏旅游，请遵守法
律和当地的宗教、风俗习惯；五是关于用餐和旅行期望，请告
诉导游你所喜欢和不喜欢的方面。

同时，拉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游客，游客在酒店预
订和旅游品购买过程中，尽量选择正规平台或大型商场，避
免遭受不必要的经济损失。游客在旅途中遭遇消费纠纷，要
理性处理，切莫采取过激行为，保留好凭据，可拨打12315热
线进行投诉。

西藏进入秋冬旅游季 专家提醒游客进藏注意事项

新华社海口10月11日电（记者 严钰景） 记者从海南
省气象局获悉，位于南海南部海域的热带低压，已于 11日
凌晨2时加强为今年第15号台风“莲花”。气象部门预计，

“莲花”将于 11日白天在越南中部沿海地区登陆，11日，南
海中南部海域有较强风雨天气过程，海南岛东南部、西沙群
岛有中到大雨。

“莲花”11日 8时位于南海中西部海面上，距离三沙市
永兴岛西南方向约340公里，最大风力8级，并以每小时20
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将略有增强。受“莲
花”和冷空气共同影响，11日至 12日，南海西部和东北部、
北部湾、台湾海峡和巴士海峡，以及西沙群岛附近海域将有
6至7级风，其中南海中西部的部分海域以及西沙群岛附近
海域将有8至9级大风。

海南省气象局持续发布台风四级预警，并提示在南海
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回港避风。

今年第15号台风“莲花”生成 南海部分海域有9级大风

新华社太原10月11日电（记者 王飞航） 农业农村部
11日在山西省晋中市召开全国农业生产托管工作推进会，
会上发布了第二批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典型案例，案例包
括服务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各类服务主体共24个。

近年来，随着现代农业深入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加快
发展，多元化服务组织蓬勃兴起，服务领域覆盖农林牧渔等
多个产业，涌现出各具特色、形式多样的服务模式。

为总结推广各类服务主体在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中的
典型经验，进一步发挥典型模式的引领示范作用，农业农村
部在 2019年推介首批 20个农业社会化服务典型案例的基
础上，面向全国征集遴选了第二批24个典型案例。

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副司长毛德智表示，
这些案例充分反映了在创新社会化服务方式、构建利益联
结机制、带动小农户、助力脱贫攻坚、发展绿色农业等方面
的好经验、好做法，特色鲜明、成效显著。

比如山西省长治市屯留区农经中心通过项目引导，整
合各类服务资源，成立托管服务中心，组建服务团队，依托
服务协会、行业协会，创新金融保险对生产托管的支持，探
索形成适合当地农业生产托管的“屯留模式”；陕西省西安
市长丰农机专业合作社通过“合作社+托管员+农户”“合作
社+集体经济组织+农户”等方式，有效组织农户接受托管
服务，实现粮食种植品质更高、成本更低、效益更好。

当前，农业社会化服务正处于加快发展的机遇期，但也
存在不少短板，面临诸多挑战。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通
知要求，各地农业部门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快培育服务
组织，推动资源共享，促进农业社会化服务高质量发展；要
积极鼓励指导各类服务主体认真学习借鉴典型案例的经验
做法，不断创新服务方式，拓宽服务领域，进一步增强服务
带动能力，为引领小农户进入现代农业发展大格局、推动乡
村全面振兴作出更大贡献。

农业农村部发布第二批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典型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