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 月 6 日，比亚迪山东媒体答
谢会在济南桃花洛音乐餐厅隆重举行。到
场的80家山东省主流媒体与比亚迪厂家进
行了友好交流，共同回顾了过去，展望了
未来。通过此次媒体答谢会的举办，进一
步加深了对比亚迪的了解，切身的感受到
了比亚迪的飞速发展。比亚迪，一直致力
于用技术创新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使命，力求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更有
利于社会环境保护的新能源车辆行驶环

境。
答谢会现场热闹非凡，会场布置十分

动感绚丽，娱乐互动，欢笑连连，游戏区
还设置了多种趣味项目，深受媒体朋友的
喜爱。

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石光先生和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华北
营销中心副总监宿宁先生亲临现场并做了
精彩的致辞，展望了2019年比亚迪发展的
美好蓝图，希望依托国际化、电动化和智

能网联三大核心竞争力，以秦、唐、宋、
元等王朝车型为承载，让比亚迪黑科技不
断进化、持续引领未来。同时，表达能够
与各位合作伙伴在新的一年中携手共进的
理念。

2018 年对比亚迪注定是不平凡的一
年，12 月 21 日，2018 中国年度汽车总评
榜颁奖典礼在“魔都”上演，比亚迪凭借
在技术、车型、市场等方面的全面突破，
一举摘得“车坛奥斯卡”重磅大奖。可谓
是尽览风云。

2018年，比亚迪在核心技术上取得一
系列重大突破，奠定了技术引领、产品升
级、市场爆发的坚实基础。BNA全新架构
全面提升造车实力；BYD IGBT 芯片实
现了电驱动核心技术在“中国芯”上智的
突破；全新 e 平台，让新能源车续航、加
速、能效三大关键指标全球领先；第三代
DM 技术、DiLink 智能网联系统，让比亚
迪黑科技不断进化、持续引领。

依托技术突破和其它利好因素，比亚
迪在2018年实现了王朝车型全面迭代，爆
款频出。宋 MAX、元 EV360、全新一代
唐等凭借突出的产品力一跃成为各细分市

场标杆车型，逐渐形成秦家族、唐家族、
宋家族、元家族四大“爆款”矩阵：截至
11月，全新一代唐家族累销近5万辆，连
续4个月热销过万辆；宋家族累销冲刺50
万辆，其中宋MAX稳居十万级MPV月销
冠军；元家族累销近3万辆，元EV360稳
坐“十万级纯电SUV引领者”宝座；秦家
族累销超过16万辆。

1-11 月 比 亚 迪 全 系 销 量 逆 势 增 长
24%，新能源车更暴增 104%，将提前达
成20万年销目标，比亚迪将成为国内首个
新能源车产销突破50万的汽车品牌。

在渠道、服务等方面，比亚迪也进行
了全面升级，以需求为导向，不断提升用
户体验。2018年比亚迪构建了三级专属新
零售渠道模式，对4S品牌销售服务中心升
级焕新，以全新面貌和统一的高标准服务
迎接顾客。同时，比亚迪以新颖的服务项
目融合创新的O2O服务模式，推出“精诚
PLUS 服务”、SVIP 服务流程、精诚长联
系统，让消费者拿起手机就可预约服务、
查看保养进度、实现上门取送车，畅享便
利。比亚迪精诚服务品牌一举获得“中国
汽车服务金扳手奖——客户满意度奖”。

比亚迪山东地区举办幸福家宴 我协会拟申请注销，为了保障各
界朋友、业务伙伴的权益，特此公
告。请与我协会有未结清的债权、债
务关系的单位和个人及时进行登记确
认，若超过登记期限，则视为放弃法
律权利。为了避免遗漏，请及时来我
单位登记确认。

一、债权、债务范围：1999 年 1
月1日-2018年12月31日之未结清之
债权、债务。

二、登记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 45 天内(2019 年 1 月 10 日-2019

年2月18日)。
三、登记地点：山东省枣庄市薛

城区光明大道4139号交通服务大楼。
四、登记凭据：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

2.有效债权、债务凭据(原件及复
印件)。

联系人：刘芳;
联系电话：18663272961
协会名称：枣庄市道路运输协会

枣庄市道路运输协会债权债务公告

我所拟申请注销，为了保障各界
朋友、业务伙伴的权益，特此公告。
请与我所有未结清的债权、债务关系
的单位和个人及时进行登记确认，若
超过登记期限，则视为放弃法律权
利。为了避免遗漏，请及时来我单位
登记确认。

一、债权、债务范围：2000 年 1
月1日-2018年12月31日之未结清之
债权、债务。

二、登记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 45 天内(2019 年 1 月 10 日-2019
年2月18日)。

三、登记地点：山东省枣庄市薛
城 区 光 明 大 道 4139 号 交 通 服 务 大
楼。

四、登记凭据：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

2.有效债权、债务凭据(原件及复
印件)。

联系人：刘芳；
联系电话：18663272961
企业名称：枣庄市道路运输协会

运输经济事务所

枣庄市道路运输协会运输经济事务所债权债务公告

开元婚宴，给您一生最难忘的美好。
婚宴1288元/桌起，指定日期1588元/桌
起, 包厢娃娃宴1000元/桌起，宴会厅
800 元/桌起。凡客人在酒店餐饮消费达
到18000元（含），可免费提供一辆32座
大巴车，枣庄市区或薛城市区来回接送一
趟。餐饮消费到35000元 （含），可免费
提供两辆32座大巴车，枣庄市区或薛城
市区来回接送一趟。气势恢宏的婚宴现
场，周到细致的服务人员，专业完备的宴
会设备，室外婚礼、水上婚礼、草坪婚礼
等让您时尚与浪漫同行，更多惊喜期待您
的问询，联系电话：0632-8898877。

枣庄婚宴 开元经典
一、招标人名称：山东美星置业有限

公司
二、招标代理机构名称：山东鸿正工

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三、项目名称：太平街棚改二期（中

坚1878）前期物业管理项目
四 、 项 目 编 号 ： SDHZ-

WY-2019-02
五、开标日期：2019年1月9日上午

09:30整
六、中标情况：中标企业名称:浙江

悦豪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中标金额:商业物业服务费单价为2.9

元/㎡•月
酒店式公寓楼物业服务单价为 1.4

元/㎡•月
七、项目联系人：彭东东 联系电

话：0632-3099266

太平街棚改二期（中坚1878）
前期物业管理项目中标公示

依照《山东省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
法》，对枣庄恒大御府住宅小区前期物业管理项目进
行公开招标，相关事宜如下：

一、招标人：枣庄名都置业有限公司
二、招标代理人：枣庄聚诚招标有限公司
三、项目概况：
枣庄恒大御府住宅小区位于市中区长江五路东

侧、长江四路西侧、兴华路南侧、东海路北侧，用地面
积为 123257.30㎡，总建筑面积为 431009.12㎡，地
上面积为332297.53㎡，地下面积为98711.59㎡，高
层住宅面积318155.77㎡，共2388户，非住宅建筑面
积：14141.76㎡，绿化率40%。

四、标准要求：枣庄恒大御府住宅小区前期物业
服务，应达到《枣庄市住宅物业服务等级标准》五星
级服务标准。

五、投标人资格要求：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2.
具备物业管理服务能力的物业管理企业；3.提供
物业企业注册所在地物业主管部门开具的无违

规证明；4.拟委派的项目经理需具有住建部 颁
发 的《全 国 物 业 管 理 企 业 经 理 岗 位 证 书》或
山 东 省 房 地 产 协 会 颁 发 的《山 东 省 物 业 项 目
经 理 专 业技能培训证书》；5.投标人应遵守有关
的国家法律、法令和条例。

六、招标文件的获取：
1.地址：枣庄聚诚招标有限公司
2.时间：2019 年 1 月 11 日至 2019 年 1 月 17 日

(节假日除外，上午9点至11点，下午14点至17点)。
按照要求时间携带已通过年检的营业执照（副

本）；企业基本户开户许可证；提供物业企业注册所
在地物业主管部门开具的无违规证明（开具日期为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拟投入本项目的物业管理项
目经理岗位资格证书；本项目的法人授权委托书等
原件，同时提供以上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壹份。

3.费用：300元/份，售后不退。
七、咨询方式：联系人：范经理
联系电话： 0632－3329678 15263223086

枣庄恒大御府住宅小区前期物业管理项目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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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记者 陈炜伟）国家发展改革委副
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10日在全国统计工作会议上说，按照
中央统一部署，国家将于2019年底实施普查年度（即2018年）地区
生产总值统一核算，2020年1月开始实施季度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
算，实现地区生产总值汇总数与全国数在总量、速度和结构上的基本
衔接。

据了解，自1985年我国建立核算制度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和地区生产总值采取分级核算制度，即国家统计局核算国内生产总
值，各省区市统计局核算本地区生产总值。实施地区生产总值统一
核算改革后，国家统计局将领导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工作，组织各
省区市统计局制定地区生产总值核算方法、制定和规范统一核算工
作流程，进行统一核算，核算结果统一发布。

专家分析，实施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对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汇总数据与国内生产总值数据相衔接、提高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数
据质量、科学研判经济运行形势等，具有重要意义。

宁吉喆介绍，目前，改革已进入实施的关键阶段。要修订完善实
施方案，为统一核算提供过渡期和适应期。完善统一核算方法，确保
可操作性、地区之间的可比性以及核算结果的准确性、完整性。

宁吉喆还表示，2019年，要加快建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统计
体系，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指标为基础，适当充实反映发展综
合质量效益和新发展理念落实情况的统计指标。同时，扎实推进统
计调查监测，更好把握经济发展周期、政策方向和趋势变化，及时
反映新动能、新产业、新业态成长情况，全面准确反映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方面的新进展。此外，加快推进重点
领域统计改革，完善新动能统计体系，加强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
售总额测算工作。

我国将于2019年实施
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

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记者 侯晓晨） 外交部发言人陆
慷1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欢迎更多的外国企业积极参与
到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来，更好分享中国发展的机遇。

特斯拉首家海外工厂7日在上海正式开工建设。据报道，特斯
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9日表示，中国的发展速度和办事效率令
人印象深刻。特斯拉会努力把上海工厂建造成世界最先进的工厂之
一，更好实现互利共赢。他还说，中国改革开放有扎实的举措，长
期来看，我对中国的未来很乐观。

陆慷说，特斯拉上海工厂是中国新能源汽车领域放开外资股比
后的首个外商独资项目，中方对这一项目开工建设表示祝贺。

“根据我从媒体了解到的情况，特斯拉项目从签约到土地摘
牌，再到正式启动开工，只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我想这可能是马
斯克先生感到高兴和激动的一个原因。这充分表明中国一系列对外
开放政策正在实实在在地推进，也说明很多外国企业对中国进一步
改革开放的承诺和经济增长的前景是有信心的。”陆慷说。

陆慷说，改革开放40年来，一批批外国企业涌入中国市场，
助力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也分享着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中国
将坚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企业积极参
与到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来，更好分享中国发展的机遇。”

外交部：欢迎更多外企
分享中国发展机遇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0 日电 （记
者 李忠发） 1 月 8 日，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当日抵京对中国
进行访问的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
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两国领导
人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就中朝关系和
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重
要共识。双方一致表示，愿共同努力推
动中朝关系在新的时期不断取得新的发
展，持续推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和世界和平
稳定与繁荣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指出，委员长同志在2019年
新年伊始、两国迎来建交70周年之际访
华，充分体现了委员长同志对中朝传统
友谊的高度重视、对中国党和人民的友
好情谊。我对此表示高度赞赏，并代表
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向朝鲜党、政府
和人民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

习近平强调，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中朝关系在 2018 年掀开了新的历史篇
章。双方以实际行动展示了中朝友谊的
强大生命力，彰显了中朝共同致力于推
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的坚定意志。
今年是中朝建交70周年，对中朝关系发
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
义。我愿同委员长同志一道，共同引领
好中朝关系未来发展。双方要保持高层
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友好交流合
作，推动中朝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年初
百忙之际接待我们访华，我对此表示衷
心感谢，并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
中国党、政府和人民致以亲切的节日问
候。在总书记同志的悉心关怀下，去年
朝中关系提升到新高度，谱写了新篇
章。我此次访华，就是希望以两国建交
70 周年为契机，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朝
中传统友谊、加强朝中交流合作深入交
换看法，推动朝中友好关系日益巩固和
发展。

关于朝鲜半岛形势，习近平积极评
价朝方为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推动实现
半岛无核化所采取的积极举措，表示去
年在中朝及有关方共同努力下，半岛问
题政治解决进程取得重大进展。当前，
半岛和平对话的大势已经形成，谈下去
并谈出成果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和共
识，政治解决半岛问题面临难得的历史
机遇。中方支持朝方继续坚持半岛无核
化方向，支持北南持续改善关系，支持
朝美举行首脑会晤并取得成果，支持有
关方通过对话解决各自合理关切。希望
朝美相向而行，中方愿同朝方及有关方
一道努力，为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实现
半岛无核化和地区长治久安发挥积极建
设性作用。

金正恩表示，去年朝鲜半岛形势出
现缓和，中方为此发挥的重要作用有目
共睹，朝方高度赞赏并诚挚感谢。朝方

将继续坚持无核化立场，通过对话协商
解决半岛问题，为朝美领导人第二次会
晤取得国际社会欢迎的成果而努力。希
望有关方重视并积极回应朝方合理关
切，共同推动半岛问题得到全面解决。

双方通报了各自国内形势。习近平
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在
70 年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
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历史飞跃。中国共产党有决心、有信心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
阻和风险挑战，朝着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奋勇前进。朝鲜劳动党实施新战略
路线一年来，取得不少积极成果，展示
了朝鲜党和人民爱好和平、谋求发展的
强烈意愿，得到了朝鲜人民的衷心拥护
和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中方坚定支持
委员长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贯彻落实
新战略路线，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
民生，相信朝鲜人民一定会在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金正恩表示，我在过去不到一年时
间里四次访华，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
就和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的精神面貌印象
深刻。朝方认为中国的发展经验十分宝
贵，希望多来中国实地考察交流。相信
中国人民在以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上不断创造新的伟大成就，胜

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朝鲜劳动党将
带领朝鲜人民继续大力落实新战略路
线，并为此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
厅为金正恩举行欢迎仪式。

会谈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为金
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欢迎宴会并共同
观看文艺演出。

9 日上午，习近平在北京饭店会见
金正恩。习近平积极评价金正恩这次访
华的重要意义，回顾了中朝友好交往历
史，表示中方愿同朝方共同努力，维护
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两党两国关
系，共同书写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共
同为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
新贡献。

金正恩表示，朝方无比珍视朝中关
系持续发展的良好势头，愿与中方一
道，认真落实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在
新的起点上续写朝中友谊更加辉煌的未
来。

习近平总书记夫人彭丽媛、金正恩
委员长夫人李雪主参加会见。

会见后，习近平总书记夫妇为金正
恩委员长夫妇举行午宴。

9 日金正恩还参观了北京同仁堂股
份有限公司同仁堂制药厂亦庄分厂，实
地考察了有关传统工艺及现代化中药加
工生产线。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新华社北京 1 月 10 日电 （记
者 陈炜伟） 国家统计局 10 日发布数
据，2018年12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CPI）同比上涨1.9%，涨幅比
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2018年全年，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1%。

12 月份，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
和服务价格同比七涨一降。12 月份，
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上涨2.4%，影响CPI
上涨约 0.72 个百分点。其中，鲜果价
格同比上涨 9.4%，禽肉类价格上涨
5.4%，鲜菜价格上涨 4.2%，畜肉类价
格上涨0.8%，鸡蛋价格下降1.4%。

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六涨一降。其
中，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和娱乐、居住
价格分别上涨2.5%、2.3%和2.2%，其
他用品和服务、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
价格分别上涨1.6%、1.5%和1.4%；交
通和通信价格下降0.7%。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2018 年
12 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
比上涨 0.9%；全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比上年上涨3.5%。

图为：1月10日，顾客在江苏省连云
港市朝阳街道一家超市买菜。(新华社发)

2018年全国居民消费
价格同比上涨2.1%

新华社北京 1 月 10 日电 （记 者
熊丰）公安部日前部署各地公安机关总结
经验、分析研判形势，切实加强公交车安全
防范，对以暴力方式影响正在行驶的公交
车安全驾驶的，一律依法立案侦查，对情节
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是记者从 9 日至 10 日在京召开的
全国公安机关公交车安全防范工作现场经
验交流会上获悉的。

公安部要求，各地公安机关要深刻反
思重庆万州“10·28”公交车坠江事件等
一系列典型案件，找准突出矛盾和深层次
问题，全面构建立体化智能化公交车安全
防范体系。要全面推进公交车安装驾驶区
隔离设施，推动有关部门结合本地实际通
过出台企业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等
多种形式，统一安装标准，明确技术要
求，抓紧组织实施。要严格落实公交车乘

务管理人员配备要求，加强培训管理。要
按照最高法、最高检和公安部联合出台的
有关指导意见，狠抓执法打击，切实教育
警示公众、震慑遏制犯罪。对以暴力方式
影响正在行驶的公交车安全驾驶的，一律
依法立案侦查，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尚不构成犯罪的，
依法给予行政拘留等治安管理处罚。要切
实提升公交车司乘人员防范处置能力水

平，规范应急处置操作规程。要加强防范
教育、群防群治、警示宣传，努力引导公
众树立“平安公交人人有责”理念。

同时，要推动落实市县党委政府领导
责任、行业部门主管责任和运营企业主体
责任，确保各项措施按要求、时限落实到
位；推动将公交车安全防范纳入综治考
评，对因防范措施不落实，导致发生重特
大案事件的地区，提请实行一票否决。

公安部要求：

以暴力方式影响公交车安全驾驶一律立案侦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