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按照《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郑州鑫

泰汽车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决定对郑州泰祥汽车产业
物流园 8# 地项目的前期物业服务采用公开招标的方
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招
标物业区域的简要说明： 项目位于中牟汽车产业集聚
区，远航路南、文通路东，总建筑面积为 263632平方米，
其中地上面积 215585.35 平方米，地下面积 48046.65
平方米。 二、投标单位资格要求：1、须通过房产行政部
门的资格预审；2、有欺诈、违约、违规等不良行为记录
的物业服务企业不允许参加投标。 三、投标报名及招标
文件领取时间和地点：1、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
2018年 12月 3日 -2018年 12月 7日，2、 招标文件领
取地点：中牟县房管局物业科，联系电话：0371-62159302。

招标人：郑州鑫泰汽车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 12月 3日

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按照《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郑州鑫

泰汽车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决定对郑州泰祥汽车产业
物流园 9# 地项目的前期物业服务采用公开招标的方
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招
标物业区域的简要说明：项目位于中牟汽车产业集聚区，
远航路南、文通路东，总建筑面积为 176874.69平方米，
其中地上面积 150274.65平方米，地下面积 26600.04平
方米。二、投标单位资格要求：1、须通过房产行政部门的
资格预审；2、有欺诈、违约、违规等不良行为记录的物
业服务企业不允许参加投标。 三、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
领取时间和地点：1、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18
年 12 月 3 日 -2018 年 12 月 7 日，2、招标文件领取地
点：中牟县房管局物业科，联系电话：0371-62159302。

招标人：郑州鑫泰汽车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 12月 3日

乌克兰总统：
俄重兵边境集结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指认俄罗斯
陆军及其武器装备正在乌俄边境集结。

借出席G20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
之机，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呼
吁俄罗斯总统普京为缓和俄乌紧张局
势采取措施。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1日在一场军
事活动上说，俄罗斯已经在乌俄边境部
署超过8000名士兵、1400件火炮或多
管火箭发射系统、900辆坦克、2300辆装
甲战车、500架飞机和300架直升机。

他说，俄罗斯正在增加海上兵力
部署。“在黑海、亚速海和爱琴海，（俄
方）超过 80艘舰船和 8艘潜水艇正在
巡逻。”

美联社报道，无法证实波罗申科
所述俄方部署的规模。

乌克兰官员指责俄方于 11月 25
日在刻赤海峡拦截和扣留乌方海军 3
艘船只后“实际”封锁乌方在亚速海的
两个主要港口。

波罗申科说，俄罗斯正在观察国际
社会是否会允许俄方声称亚速海和黑
海是俄罗斯领海，称“克里姆林宫正进
一步试探全球秩序的力量”。 据新华社

洛佩斯就任墨西哥总统
新华社电 墨西哥当选总统洛佩

斯12月1日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宣
誓就职，并发表就职演讲。

当天上午，总统权力交接仪式在
墨西哥众议院举行。洛佩斯从前任总
统培尼亚手中接过绶带，宣誓就任墨
西哥总统，任期 6年。随后洛佩斯发
表就职演讲，表示将兑现竞选承诺，其
中包括开展边缘人群医疗项目、学生
奖学金、老年与残障人士支持计划、创
设 100所公立大学等，他还谈及能源、
反腐等问题。

在今年 7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
隶属于国家复兴运动党的洛佩斯作为
“我们一起创造历史”竞选联盟的候选
人，获得超过53％的选票，赢得总统选
举的胜利。分析人士指出，洛佩斯提
出的反腐等竞选主张契合选民心理，
这是他获胜的主要原因之一。

墨西哥总统由直接普选产生，任期
6年，终身不得再任，选举过程只进行一
轮投票，获得简单多数的候选人胜出。

新华社电 美国白宫 1日说，总统特
朗普将偕夫人梅拉尼娅出席前美国总统
老布什的国葬。

白宫当天发表声明说，老布什国葬将
在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国家大教
堂举行，相关事宜正在安排中。不过白宫
并未透露国葬举行日期。

特朗普发布总统公告说，为表达对老

布什的哀悼，已下令白宫、公共场所、军事
设施等降半旗 30天。此外，特朗普还宣
布12月5日为国家哀悼日。

正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出访的特朗普对媒体说，他在很多场
合见过老布什，“他是一个了不起的
人，将会被怀念。他有着充实的人生，
堪为楷模”。

老布什办公室11月30日晚发表声明
说，老布什于美国中部时间当晚 10时（北
京时间 12月 1日 12时）许在休斯敦去世，
享年94岁。

老布什 1924年 6月 12日出生于美国
马萨诸塞州，1989年至 1993年出任美国
第41任总统。他还曾于1974年出任美国
驻中国联络处主任。

老布什与中国有着一段特别的缘
分，最早可追溯到 1971年。那年，时任
美国总统尼克松钦点 47岁的老布什出
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同一年，新中国
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来回忆
此事时，老布什不无感慨地说，这是“联
合国历史上一个转折点”，“接纳中华人
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显而易见是高瞻

远瞩和明智的”。
老布什是中美关系的亲历者和见证

者，卸任后他几乎年年访华参与各种公益
活动，或是来华度假，最多的一年来了 4
次，足迹遍布中国大江南北。他对中国的
积极态度影响了众多美国政客，并被认为
是小布什总统对华政策逐步趋向积极的
重要因素。据央视

降半旗30天，12月5日为国家哀悼日

特朗普夫妇将出席老布什国葬

和中国有特殊的缘分，90岁还玩跳伞庆生

老布什平静离世 享年94岁

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美国
中部时间11月30日22时10
分去世，享年94岁。布什家
族发言人麦格拉思11月 30
日晚确认老布什死讯，没有发
布细节。他的葬礼安排将另
行通知。

平静离世 享年94岁
熟悉布什家族的消息人士

告诉记者，老布什在得克萨斯州
休斯敦市家中“平静离世”。与
老布什结发 73 年的妻子芭芭
拉·布什今年 4月去世。老布什
出席妻子葬礼，一天后因为感染
扩散至血液而住院。按照路透
社的说法，老布什所患感染可能
导致败血症。他近些年很少公
开露面，多次因病住院。去年 4
月，他因为肺炎和慢性支气管炎
住院两周。

各界赞誉有加
老布什的长子、美国前总统小

布什 11月 30日晚些时候发表声
明，称赞父亲是“品格高尚的人”。
“布什家族所有人对所有关心和为
他祈祷的人以及表达哀思的友人
和民众深表感激。”

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
一夫人”梅拉尼娅 12月 1日发表
致哀声明。“布什总统引导我们
的国家和世界结束‘冷战’、走向
和平；作为总统，他奠定了（美
国）今后几十年的繁荣，”特朗普
写道，“他功成名就，但依然保持
谦卑，为国奉献的使命感给他明
确的方向。”

上一任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
马和妻子米歇尔评价老布什的一
生说：“他的一生证实服务公众是
一项高尚、充满乐趣的使命，他在
这一过程中表现出色。”

老布什政府时期的国务卿詹
姆斯·贝克把这名昔日上司称作
“朋友”，说他领导力强、正直、富有
激情而又谦逊，是“一名卓有成效
的领导人”。

老布什 1924年 6月 12日出生于美国
马萨诸塞州。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不
久，他便奔赴战场，成为海军轰炸机飞行
员。1944年驾驶战斗机，在太平洋上空遭
击落，所幸由一艘美国海军潜水艇救起。
他随后获得“杰出飞行十字勋章”。

退役后，老布什进入耶鲁大学学习，
并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1948年，他来到
南部得克萨斯州经营石油生意。

老布什的从政生涯始于1963年，当年
他当选得克萨斯州哈里斯县共和党主席，3
年后当选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议员。

1974年，老布什出任美国驻中国联络
处主任。在北京工作期间，他经常与妻子
芭芭拉一起骑自行车穿行在北京的大街
小巷，了解中国社会和民情，被称为“骑自
行车的大使”。

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后，作为竞
选搭档的老布什成为副总统。1988年老
布什参加总统选举胜选，于1989年1月就
任美国第41任总统。

老布什领导的美国政府两次打响海
外战争，第一次是 1989年 12月出兵巴拿

马，推翻由诺列加领导的政府。
伊拉克军队 1990 年 8 月入侵科威

特。老布什政府次年 1月发兵伊拉克，打
响海湾战争。当年 2月，伊拉克从科威特
撤军。海湾战争一度为老布什赢得 90%
的民意支持率，同时加深外界对他“好战
总统”的印象。

在经济领域，老布什政府颇受诟病。
1992年美国总统选举中，老布什不敌民主
党对手克林顿，次年1月卸任。

老布什的长子小布什曾任得克萨斯州
长，2001年至2009年出任第43任总统；次
子杰布·布什曾任佛罗里达州长，2016年竞
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失利。

退休后，老布什经常在一些公众体育活
动中露面，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附近海域
2004年强烈地震触发印度洋海啸、“卡特里
娜”飓风2006年席卷美国部分地区之后，他
与克林顿一起为筹款赈灾奔走。

他晚年患帕金森症，但保持乐观，以
跳伞方式庆祝75岁、80岁、85岁和90岁生
日。2011年，时任总统奥巴马向老布什颁
发“总统自由勋章”。据新华社

“骑自行车的大使”

致力美中友好

2007年4月8日，老布什、芭芭拉·布什、小布什在美国胡德堡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2018年12月3日 星期一
统筹：胡田野 编辑：王梓 美编：杨卫萍 校对：亚丽 AA07国际NEW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