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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装饰
本公司专业从事室内外装饰装修二十余年，因为

专业，所以专注。“精工细作、追求完美是本公司的目
标。因工作和业务拓展需调整部分岗位，现公司向社
会招纳英才，招聘优秀家装设计师三名，男女不限，待
遇从优，现开始报名。欢迎优秀人才加入。

联系电话：0571-89185333 周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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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8月 1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同尼泊尔总统班达里互致
贺电，热烈庆祝两国建交65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尼友谊源远
流长、历久弥新。建交 65年来，两国始终
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增强政治互信，深化
互利合作。去年，我和班达里总统实现互
访，将两国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
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同

舟共济、守望相助，并肩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谱写了中尼友谊新篇章。我高度重视
中尼关系发展，愿同班达里总统一道努
力，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迈进，为两国
人民带来更大福祉，为地区稳定和发展贡
献积极力量。

班达里在贺电中表示，尼中友谊源远
流长，基础深厚。建交以来，两国关系显
著拓展和深化。尼方欢迎中方提出的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尼方赞赏中方采取有
效措施遏制新冠肺炎疫情，衷心感谢中方
为尼抗击疫情提供的宝贵支持。尼方愿
同中方共同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达成
的广泛共识，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尼泊尔总
理奥利也互致贺电。李克强在贺电中说，
今年以来，中尼双方携手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进一步增强两国互信与友谊。中方愿
同尼方一道，加强各领域全方位合作，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两国关系不断
迈上新的台阶。奥利在贺电中表示，建交
以来，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健康向前发
展。尼方感谢中方支持尼方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期待同中方密切合作，实现经济
复苏，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今年第3号台风“森拉克”生成
海南局地迎大暴雨

新华社海口8月1日电 海南省气象局 1
日 15时 10分变更台风四级预警为台风三级
预警。南海热带低压已于1日14时加强为今
年第 3号台风（热带风暴级），命名为“森拉
克”。16时台风中心位于海南省三亚市偏西
方向约2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
级（18米/秒）。

海南省气象台预计，8月1日下午到2日，
海南岛西南部和东部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
到大暴雨；其余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另
外，海南岛四周沿海陆地伴有 6-7级大风，阵
风8级。该风暴中心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
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1日傍晚前后在海
南岛南部沿海地区擦过，之后进入北部湾海
面，强度基本维持。

据了解，海南省防汛防风防旱总指挥部
办公室持续发布防汛防风Ⅳ级响应，海南多
地持续发布橙色雷电预警。海南省应急管理
厅持续发布自然灾害综合风险预警提示：三
亚和乐东等市县局地将有暴雨或大暴雨，需
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城镇渍涝、山洪地质灾害
等风险；陵水、三亚一带沿海将出现 2-3米大
浪，应做好船舶安全避风避浪工作。琼州海
峡已于 7月 31日 18时全线停航，进出岛旅客
列车停运，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进港航班正常，
出港航班因天气原因暂不放飞。

新华社天津8月1日电 月亮何时
最圆？常会听到的一种说法是“十五的
月亮十六圆”，但是在庚子鼠年的农历六
月里，十五的月亮却是“十四圆”，最圆时
刻出现在8月3日23时59分。天文专家
表示，“十五的月亮十四圆”这种现象比
较罕见。21世纪这 100年中，这种情况
仅会出现6次。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
会理事史志成介绍说，每逢农历初一，我
们看不到月亮，叫“新月”，也叫“朔”；到
了农历十五左右，我们可以看到圆圆的
月亮，称为“满月”，也叫“望”。

根据农历历法规定，“朔”所在这一
天为每月初一。但同是初一，“朔”可能
发生在凌晨，或者上午、下午，也可能发
生在晚上，而且每个朔望月本身也有长
有短。这样，月亮最圆时刻的“望”最早
可发生在农历十四的晚上，最迟可出现
在农历十七的早上。但由于“朔”一定在
农历的每月初一，“朔”之后平均起来要
再经过 14天 18小时 22分才是“望”，所
以月亮最圆时刻的“望”以出现在农历十
五、十六这两天居多，其中又以出现在农
历十六为最多。

在 21世纪的这 100年中，“满月”出

现在农历的十七、十六、十五和十四的次
数统计结果显示，出现“满月”的次数共
1241次。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农历
十六，有579次；其次是农历十五，有468
次；再次是农历十七，有 188次；次数最
少的是农历十四，仅有6次。

史志成表示，从农历十四到农历十
七，“满月”不论出现在哪一天，都是正常
历法现象。每一次“满月”的出现，都给
人们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赏月良机。盛夏
之夜，如果天气晴好，感兴趣的公众不妨
在 8月 3日晚“仰望苍穹里，招手邀圆
月”。

8月1日清晨，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在昂船洲军营举行升国旗仪式，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3周年。

解放军驻港部队举行“八一”升国旗仪式

新华社香港8月1日电 1日清晨，
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在昂船洲军营举行了
升国旗仪式，雄壮的国歌响彻维多利亚
港之畔，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驻
军官兵整齐列阵、精神抖擞，面向冉冉升

起的五星红旗庄严敬礼，热烈庆祝中国
人民解放军建军93周年。

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司令员陈道祥在
升旗仪式上发表讲话，向驻军全体官兵
致以节日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驻

军建设发展的香港特区政府、中央驻港
机构和社会各界人士致以衷心感谢。陈
道祥表示，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是“一国
两制”实践的重要里程碑。驻军作为维护
香港繁荣稳定的“定海神针”，将坚定不移

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坚
定不移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
定不移推动“一国两制”伟大实践行稳致
远，坚定不移携手香港特区政府、中央驻
港机构和爱国爱港人士守护香港再出发。

新华社乌鲁木齐8月1日电 乌鲁
木齐市疾控中心主任芮宝玲 8月 1日表
示，7月 31日乌鲁木齐市新增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总数较前几日
出现一定程度下降，但全市疫情防控形
势依然复杂严峻，绝不能有丝毫放松，绝
不能掉以轻心。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
办公室8月1日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芮
宝玲表示，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继
续理解、支持、配合疫情防控，严格落实

居家管理措施。居家期间，要多开窗、勤
通风、勤洗手、定时消毒，做好家庭清洁
卫生，家庭成员要保持一定距离，吃饭时
应使用公筷公勺。若出现发烧、咳嗽、乏
力等不适症状，及时联系社区工作人员。

芮宝玲通报，7月31日0时至24时，
乌鲁木齐市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3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8例；当日，新
增治愈出院确诊病例 7例，新增无症状
感染者解除医学观察 7例。7月 15日 0
时至7月31日24时，乌鲁木齐市累计治

愈出院确诊病例16例，无症状感染者解
除医学观察16例。

截至7月31日24时，新疆（含兵团）
现有确诊病例 547例(危重症 5例、重症
25例),其中乌鲁木齐市544例、喀什地区
1例（乌鲁木齐市输入）、昌吉回族自治
州 1例（乌鲁木齐市输入）、兵团 1例；现
有无症状感染者 109例，其中乌鲁木齐
市 107例、兵团 1例、昌吉回族自治州 1
例（乌鲁木齐市输入）；尚有 14540人正
在接受医学观察。

杭州立法
禁止向钱塘江投放外来物种

新华社杭州8月1日电 为了保护钱塘江
及两岸区域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浙江省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7月31日批
准《杭州市钱塘江综合保护与发展条例》，明
确提出禁止向钱塘江投放外来物种。

钱塘江是浙江省的“母亲河”。杭州市人
大常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钱塘江及两岸区
域是杭州市行政区域的重要轴带，在杭州城
市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独特作用。

条例指出，参与钱塘江综合保护与发展
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严格保护钱塘江及两
岸区域内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和生态环境，
保持地区特色和传统风貌。

同时，杭州市要建立乡土物种保护制度，
保护具有重要生态、观赏价值的乡土景观植
物群落、乡土物种组成的生态系统。市城市
绿化、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开展
钱塘江及两岸区域乡土物种、植物群落调查，
对具有重要生态、观赏价值的乡土景观植物
群落、乡土物种组成的生态系统进行保护和
开发。

这部地方性法规明确规定，禁止在钱塘
江及两岸区域内的开放水域养殖、投放外来
物种或者其他非本地物种种质资源。

当日，内蒙古西乌珠穆沁旗在巴彦胡舒苏
木白马繁育基地的草原上进行套马活动，向广
大游客展示套马技艺和草原民俗文化。

（新华社）

乌鲁木齐市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总数出现下降
疫情防控形势仍复杂严峻

7月31日，一名套马手正在套马。

“十五的月亮十四圆”，罕见！

新华社杭州8月1日电 为了规范广告
活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浙江省十三届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7月31日审议
通过《浙江省广告管理条例》，将近年来社
会较为关注的游戏广告纳入法定监管范
围，明确提出违规违法广告的广告主和发
布者面临同责同罚。

将于今年 9月 1日起施行的这部地方
性法规指出，游戏广告应当以显著方式标
注适合的年龄段，并对控制游戏时长、频次
给出合理提示或者警示，不得含有诱导、怂
恿、暗示用户过度游戏的内容。网络游戏
广告不得含有可将游戏装备、道具、积分等
虚拟财产兑换或者变相兑换成现金、实物
的内容，不得含有以随机抽取等偶然方式
诱导充值获取网络游戏产品和服务的内
容。

广告主违反上述规定的，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应当责令其停止发布广告，在相应
范围内消除影响，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三
倍以下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
偏低的，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
下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
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

同时，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明知或
者应知有违法行为仍然帮助设计、制作、代
理、发布的，面临罚则与广告主相同。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还可以对其暂停广告发布业
务、吊销广告发布登记证件。

浙江立法严管游戏广告
广告主和发布者同责同罚

盛夏草原激情套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