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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隆盛达健康城·康城壹品项目由由安顺中隆盛达
华达置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建设位置在开发区机场路
与纬六路交叉口东南角。

2019年4月19日，经我局2019年第14期建设项目
审批专题办公会审查，初步同意该项目方案调整。具体
调整情况如下：取消地面停车位，将原位于小区内部地面
停车位调整至地下，地下室面积由 18235.5㎡增加至
25353.48㎡，增加后超出批准方案指标7117.98㎡（详见
经济技术指标表）。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贵州省

城乡规划条例》等相关规定，对该调整方案进行公
示，如对该调整方案有意见或要求听证的，请于公示
期内将书面意见（署真实姓名和联系地址、通讯方
式）反 映 至 安 顺 市 自 然 资 源 局（联 系 电 话 ：
0851-33283625，邮寄地址：安顺市西秀区东山路 9
号；邮编：561000）。

公示时间：2019年4月30日-5月10日，7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0851-33283625
联系人：张堂豫
详情请登录安顺市自然资源局网站查询

安顺市自然资源局关于中隆盛达健康城·康城
壹品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调整公示

调整前经济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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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经济技术指标:

规划净用地面积(m2)

容积率

户数（户）
总建筑面积(m2)

一、地上计容建筑面积(m2)

1、住宅 (m2)

3、物业管理用房(m2)

二、不计容建筑面积

1、地下车库及设备用房(m2)

43700.1

2

673
112733.05

87379.57

80220.06

352.32

25353.48

25353.48

建筑密度

绿地率
车位数（个）

2、商业(m2)

4、社区服务用房(m2)

26.72%

35.5%
862

6199.13

608.06

安顺市自然资源局
2019年4月30日

张 松:
本院受理原告安顺联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案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特此公告

蒋贵生、李宋芝: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顺黔中

支行诉被告蒋贵生、李宋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黔0402民初4000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解除被告蒋贵生、李宋芝与原告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黔中支行签订的《个人担保借款
合同》；二、被告蒋贵生、李宋芝在本判决生效三日内归还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顺黔中支行借款本金
113184.53 元及利息 (截止 2018 年 8 月 20 日的利息
1941.71元，2018年8月21日起的利息、按月利率6.86‰

计至本金还清日止)；三、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安顺黔中支行对被告蒋贵生、李宋芝共同所有的坐落于安
顺市西秀区南华路贵阳铁路分局宿舍2幢2层207号的住
宅，即黔(2016)安顺市不动产证明第0005784号房屋折价
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房屋的价款优先受偿。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我区于2019年4月25日在《安顺日报》刊登（安市公
资交（地）字告﹝2019﹞26号）公告，公告内容为西秀区人民
政府二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经我区研究，决定终止 2019-西区挂-05 号地块
的挂牌出让，待相关问题解决后另行挂牌出让，另一

地块的相关事宜不变。
特此公告

西秀区人民政府
2019年4月30日

西秀区人民政府关于终止2019-西区挂-05号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的公告

福建省中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2019）黔0402民初1548号原告杜志华与被

告福建省中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
诉请判决: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偿还原告贷款人
民币30800元，并以30800元为基数，每月按照人民银行
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从2018年7月1日起计算逾期还
款利息至本息归还完毕之日止(其中，2018年7月1日至
2019年3月1日期间利息为人民币1232元)。2、本案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风险提
示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第一个工作日)在本院第二人民法
庭(蔡官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特此公告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忠庆:
本院受理原告刘祥兵诉被告刘忠庆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贵州省安顺市西
秀区人民法院(2019)黔0402民初192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依法判决:由被告刘忠庆在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偿还原
告刘祥兵借款人民币30000元。被告如果未按判决指定
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人民币550元，公告费人民币
600元，合计人民币1150元，由被告刘忠庆承担(该款原告
已预交，由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
原告不再向本院申请退取)。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书，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公告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公告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公告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 4月 28日电
北欧航空公司28日发布新闻公报说，
未来两天丹麦、挪威、瑞典三地飞行员
工会将继续组织罢工，逾千架次航班
将被取消，预计将影响超过10万名乘
客的出行计划。

公报说，29日将有667架次航班
被取消，预计将影响6万多名乘客；30
日将有546架次航班被取消，将波及
4.8万多名乘客。

公报说，北欧航空已启动保护乘
客和员工的紧急预案。如果乘客已预
定航班，建议在前往机场前通过北欧
航空官网查看航班动态。北欧航空还
开辟了专门网页，为受影响的乘客提

供机票退、改签等服务。
由于工资谈判未达成一致，丹麦、

挪威、瑞典三地共1409名北欧航空公
司飞行员26日凌晨开始罢工，至28日
已导致该公司1589架次航班被取消，
影响约17万名乘客的出行。目前尚不
清楚罢工将持续多长时间，但由北欧
航空合作伙伴运营的航班不会受罢工
影响。

北欧航空公司总部设在瑞典首都
斯德哥尔摩，是北欧地区最大的民航
运营商，其运营航班数量约占往返该
地区航班总量的三分之一。瑞典、丹
麦和挪威三国政府持有公司约50%的
股份，其余股份为私人所有。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9日结束了对
法国、意大利、斯洛伐克、比利时、美国
和加拿大六国的访问。

分析人士指出，安倍虽然在争取
各国支持日本办好二十国集团峰会等
方面取得一定成果，但他在欧洲兜售

“价值观外交”反响平平，与美国也在
贸易问题上存在分歧，访问实际效果
有限。

欧 洲欧 洲 ：： 反 应 平 平反 应 平 平

安倍启程访问欧美前承诺“应对内
政和外交领域政策挑战，拿出结果”。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内部深
信，在将于7月举行的国会参议院选举
前宣传“安倍外交”推进顺利，将有助于
提升内阁和自民党的民意支持率。

今年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定
于6月在日本大阪举行。作为东道主，
安倍在此访中与美加法意领导人就峰
会宣言草案等“通了通气”，兜售了建立

数据贸易国际准则等日方所拟定的议
题，争取各方支持。

日本《朝日新闻》分析说，参议院
选举对安倍领导的自民党而言至关重
要，大阪峰会恰好在选举前夕举行，若
峰会取得成功，对自民党选情无疑将
是利好。

但安倍在争取各国支持日本举办
G20峰会时也不忘夹带“价值观外交”
等“私货”。在会见法国、意大利两国领
导人时，安倍宣称，日本与法意共享自
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观，日方重视
和两国的伙伴关系。而他在会见意大
利总理孔特以及在访问斯洛伐克期间
出席日本与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的领
导人会谈时，则强调了“高质量基础设
施”的重要性。

尽管安倍在欧洲极尽所能拉拢各
方，但欧洲方面对安倍的提议却反应平
平。欧日领导人峰会后，欧盟委员会主
席容克在回答有关5G的问题时明确

表示，欧盟的市场是开放的，所有遵循
市场规则的参与者都受到欢迎。在日
本与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的领导人会
谈上，匈牙利仅派代表参加，原因是总
理欧尔班要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有日媒评论
称，安倍的主张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相
关国家响应很难说。

美 国美 国 ：： 贸 易 分 歧 大贸 易 分 歧 大

美国是安倍此次出访最重要的一
站。访问期间，安倍极尽所能显示他与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亲密关系”。安倍
26日晚携夫人安倍昭惠出席特朗普夫
人梅拉尼娅的生日庆祝晚宴。安倍昭
惠献上了亲自采摘的茶叶以及茶壶和
茶杯等茶具。27日，安倍与特朗普再
次上演“高尔夫外交”，而这已是两人第
四次一起打高尔夫球。

尽管安倍与特朗普“大秀亲密”，但
在双方最为关心的贸易问题上，情况却

没那么好。两人26日在白宫举行会
见，特朗普在会见一开始表示，美日双
边贸易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双方有可
能在5月下旬达成一致。

尽管这一表态听上去“很友好”，但
日本媒体报道说，特朗普在会见中要求
日方在其5月下旬访日时拿出“诚意”，
同意降低美国农产品关税。由于日美
贸易谈判4月15日才刚刚启动，特朗
普的要求意味着日方只有短短一个多
月时间与美国讨价还价。

据日本政府人士透露，安倍在两
人一对一会谈中明确拒绝了特朗普的
要求。日媒分析称，在7月的参议院
选举中，农民选票对自民党而言至关
重要，若在5月就对美国让步，自民党
的选情势必受到打击。日本《东京新
闻》指出，安倍原打算借此访大秀日美
蜜月关系，但特朗普却就贸易谈判提
出日方不可能接受的要求，日美之间
的分歧暴露无遗。

新华社洛杉矶4月28日电 美
国加利福尼亚州两所大学校园日前
发现麻疹病例，随后有上千名大学
生、教职员工及访客因可能存在感
染风险而被隔离。截至27日，仍有
近700人处于隔离状态。当地公共
卫生部门反复提示民众要接种疫苗
有效预防麻疹。

综合美国多家媒体报道，加州
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加利福尼亚
大学洛杉矶分校本月早些时候曾有
麻疹患者出入校园，当地公共卫生
部门按照规定对超过1000名相关
人员发出了隔离令。

洛杉矶县公共卫生官员对媒体

说，隔离令有法律约束力，违者面临
起诉。在提供麻疹免疫证明或接受
相关检测后，一些人陆续结束了隔
离状态。

据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发
言人介绍，该校目前还有106名教职
员工和550名学生按要求在家隔离。

此外，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
分校还有30名学生及教职员工仍处
于隔离中。

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
创 25 年来最高水平，达到大约
700例，引起卫生部门警惕。截至
本月 26 日，加州共确诊麻疹病例
38例。

新华社芝加哥4月28日电 中
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28日举行2018
年度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颁
奖仪式，向来自芝加哥领区（美国中
西部地区9个州）的29名自费留学生
颁奖。

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赵建在颁
奖仪式上说，希望中国留学生在美国
能更好地传承中华文化，在中美交流
与合作中发挥作用，将来为祖国的繁
荣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获得特别优秀奖的印第安纳大学
布卢明顿分校在读博士韩晶晶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非常感谢国家给予
的鼓励，希望能为推动国家社会科学
更快更好发展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设
立于2003年，旨在鼓励和帮助品学兼
优的中国自费留学人员刻苦学习、报
效祖国。奖励对象是40岁以下、在国
外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优秀自费留
学生。

4月28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广场，表演者与游客一同跳舞。
当日，来自欧洲多个国家的表演者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广场载歌

载舞，庆祝为期五天的2019年巴尔干文化艺术节圆满落幕。该文化艺
术节旨在用音乐、舞蹈、文学、街头艺术等方式向公众展现东南欧巴尔
干半岛地区的民族文化风情。

□据新华社

安倍访欧美成果难掩分歧
□新华社记者

美加州两所高校因麻疹隔离千人 北欧航空罢工持续 逾千架次航班被取消

芝加哥领区29名中国留学生
获颁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

巴尔干风情
闪耀布鲁塞尔大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