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4月10日 星期六 编辑：肖姣姣 校对：贺心海 组版：晓南
国内国际04

除法律许可之外，未经本报书面授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非法使用本报享有版权的内容。 联系电话：0379-65233520■ 版权声明

“Hello 洛阳 西工转转”主题活动由西工区
人民政府主办，西工区商务局、西工区文化和旅
游局、西工区城市管理局承办，中国银行洛阳分
行合作，洛阳哈啰出行赞助，以花为媒，商旅融
合，低碳生活，致敬洛阳。

西工区作为我市的商业中心区，商家云集，
游人如织。近年来，西工区深入实施“商务强
区”发展战略，促进商旅融合，着力建设全市服
务业发展引领区，打造区域性消费中心城区，于
2019年打造了“西工转转”区域性消费品牌，经
过近三年的积淀与蓄势，相继推出“月满华诞，
西工转转”“牛气冲天，西工转转”等多主题、多
层面的促消费活动，充分发挥了政府“撬动效
应”，进一步提振了消费信心、激发了消费热情、
释放了消费潜力，服务业加速发展的势头更加
迅猛。

今年牡丹文化节期间，西工区政府适时推
出“Hello洛阳 西工转转”第39届中国洛阳牡丹
文化节西工区购物消费活动，政府搭台，企业唱戏，
以花为媒，促进消费，拉动西工“都市商务游”。

Hello洛阳 西工转转

骑单车逛西工，优惠引爆“都市商务游”

第39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西工区购物消费活动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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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Hello洛阳 西工转转”主题活动借
牡丹文化节造势，以节为令、以花为媒，携手
各大商家共同推出多种优惠活动。

4月21日至4月22日，西工区王府井百
货将在上阳宫文化园举办品牌时尚发布大
秀，活动现场 Coach、芙拉等数十家大牌云
集，千万别错过。

洛阳建业凯旋广场于 4 月 10 日至 4 月
11 日每天 10:00—21:00 推出“宠粉刮刮
乐”活动。活动期间，会员凡在该商场购物，
单张小票满 188 元，可凭当日消费小票到赠
奖处参与“宠粉刮刮乐”活动，刮出宠粉心动
礼品。除此之外，4月16日至4月18日将举
办一场以“中原有 YOUNG——汉服凯旋

游”为主题的汉服体验活动。在此期间，市
民可以看汉服朝代秀，学中华传统礼仪，赏
唐宫古乐，拍汉服全家福。

中央百货于 4 月 10 日推出“花朝华服
秀”主题活动，参与活动者自备华服、汉服有
机会获得韩系发圈一个；4月10日至4月11
日举办牡丹插花艺术展，累计消费满99元，
凭购物小票参与插花艺术活动的市民，将有
机会用一枝枝鲜花插出一幅幅立体画卷。

更有居然之家、CoCo 都可、洛阳豫德
宝·宝马、建业天明·观山悦、建业凯旋广场
五大知名品牌“惠”战洛阳，衣食住行购“一
气呵成”，满足你的消费需求。

（张宝峰 张东/文 杜武/图）

“绿色出行，低碳生活”需要倡导，也需
要鼓励。“Hello 洛阳 西工转转”主题活动
就是通过免单、现金补贴等方式，让“绿色
出行”的人得实惠，吸引更多的人加入“低碳
生活”。

“Hello洛阳 西工转转”主题活动主办方
和哈啰单车进行深度合作。4月6日至4月
30 日，哈啰单车在西工区内设置 6 个“红包
车”停放点位。凡骑哈啰“红包车”出行并在
西工区规定停车点停放者，均可享受本次骑
行免单且额外获得1元的支付宝现金补贴。
同时，还将随机奖励骑行者西工区各大商场
和文旅景区推出的优惠体验卡。

启动仪式现场设置骑行体验环节，参
加启动仪式的嘉宾和市民体验骑行后，纷
纷赞扬本次活动形式新颖，用创新形式促
消费、融商旅，不但缓解了市民出行问题，
还让市民领取了现金补贴和商家的优惠
红包。

说到优惠红包，此次“Hello洛阳 西工转
转”主题活动商家云集，共同为市民带来一
场优惠盛宴。如：中央百货的黑暴舞校和爱
好搏击俱乐部用发放体验卡的方式来鼓励

市民运动健身；茂昌视光中心赠送价值
41600 元大礼，为市民的视力保驾护航；九
龙口腔推出深度口腔牙齿健康检查免费套
餐及低价享受牙齿涂氟、洗牙、补牙等优惠，
为市民爱牙护牙提供便利；新都汇三楼百味

王火锅和小郡肝串串均以进店送菜的方式
吸引顾客；红山欢乐谷为游客赠送摩天轮免
费体验券；西工区王府井百货推出海蓝之谜
无门槛100元美妆券、无数量限制餐饮体验
卡，以及超市优惠券等。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1 骑哈啰单车逛西工，免单还有现金补贴2

商家巨惠市民实惠，寓乐于购畅游西工3

体验骑行体验骑行活动主题哈啰单车活动主题哈啰单车

活动现场舞蹈节目活动现场舞蹈节目

4 月 9 日 7 时 01 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
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试验六号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
入预定轨道。试验六号03星主要用于开展空间环境探测及
相关技术试验。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365 次
航天飞行。 （新华社发）

我国成功发射试验六号03星

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 中国人权
研究会9日发表《美国对外侵略战争造
成严重人道主义灾难》一文，揭露了美
国打着“人道主义干涉”旗号对外动武
的恶劣行径，深刻指出这些战争不仅夺
去了大量军人的生命，更造成了极为严
重的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导致严重的
人道主义灾难。

文章列举出二战后美国发动的一

系列侵略战争，据不完全统计，从二战
结束到 2001 年，在世界上 153 个地区
发生的248次武装冲突当中，美国发起
的有201场。此外，美国还以支持代理
人战争、煽动国内叛乱、暗杀、提供武器
弹药、培训反政府武装等方式频频对其
他国家进行干涉，给相关国家社会安定
和民众安全带来严重伤害。

文章强调，美国发动的对外战争

造成严重恶果，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设施破坏、生产停滞；带来难民潮、社
会动荡、生态危机、心理创伤等一系
列社会问题；还给未涉事国家造成伤
害，美国自身也成为其发动对外战争
的牺牲品。

文章揭示，军事行动导致人道主义
危机源于美国的霸权思维，期待霸权
主义国家去捍卫他国人权无异于与虎

谋皮。只有丢弃私利至上的霸权思维，
才能避免人道主义灾难，才能实现互利
共赢，使各国人民真正享有各项基本
人权。

中国人权研究会发表文章指出

美国对外侵略战争造成严重人道主义灾难

据新华社北京 4月 9日电 中央
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全国总工会、共青团
中央、全国妇联、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评选表彰第八届
全国道德模范的通知》及实施办法，部
署启动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
活动。

通知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重
大事件，评选一批事迹突出、群众认可、
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典型性示范性强的
道德模范，集中展示新时代思想道德建
设的丰硕成果，充分彰显中华民族昂扬
向上的精神风貌。

通知强调，要把第八届全国道德模
范评选表彰作为今年精神文明建设的
重点工作，作为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营造浓厚氛围的重要举措，摆到
重要位置，精心组织实施，高效圆满地完
成各项任务，使评选表彰过程成为宣传模
范事迹、学习模范品质、践行模范精神的
过程，推动兴起思想道德建设新热潮。

据悉，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分为

“助人为乐模范”“见义勇为模范”“诚实
守信模范”“敬业奉献模范”“孝老爱亲
模范”五类，通过群众推荐、遴选审核、
公示宣传、投票评选等步骤评选产生。

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6部门启动
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

扫码阅读通知全文
短网址：http://shouji.

lyd.com.cn/n/1045629

（上接01版）国务委员、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
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总召集人赵克志在会上讲话，他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打击
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
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打防管控各项
措施抓细抓实抓落地，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高发
态势，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银行、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在会上作了发言。会议
通报了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有关情况。

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
议召集人、25个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省
市县三级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联席会议召集
人、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在各地分会场参加会议。

英国王室9日说，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菲利普亲王
当天上午在温莎城堡辞世，享年99岁。

白金汉宫在声明中称，菲利普亲王平静辞世。
菲利普亲王1921年生于希腊，出身希腊和丹麦王室家庭，

是伊丽莎白二世远房表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海军军官。
他1947年与伊丽莎白二世结婚。1952年，伊丽莎白二世的父
亲乔治六世去世，25岁的伊丽莎白二世登基，成为英国女王。

身为英国女王丈夫，菲利普亲王勤勉履职，代表王室出席
剪彩、庆祝、颁奖等各类活动，有“最忙王室成员”之称。
2017年8月，96岁高龄的菲利普亲王出席一场慈善活动后退
休，从此不再承担出席公众活动职责。（据新华社微特稿）

英国女王丈夫去世 享年99岁

扫码阅读文章全文
短网址：http://shouji.

lyd.com.cn/n/1045593

4月9日，一艘长荣旗下的货轮停靠天津港装
载集装箱。（无人机照片）

4月9日，全球最大集装箱海运联盟——海洋
联盟在天津港开通欧洲新航线，这也是天津港今
年新开通的首条外贸远洋干线。

据悉，此次开通的海洋联盟欧洲新航线，由
海洋联盟成员长荣海运公司投入 10 条 14000—
20000标箱船型远洋集装箱船，周班运行，从天津
港出发，途经新加坡、科伦坡、苏伊士运河，抵达
安特卫普、汉堡、鹿特丹等欧洲主要港口。

（新华社发）

全球最大集装箱海运联盟
在天津港开通欧洲新航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