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您节省，想你所想

ETC用户通行时，走专用ETC通道，系统自动

识别自动抬杠放行，秒过收费站。

ETC车道急刹急启动的次数少，比通过人工收

费车道的油耗节省0.0314升/次。

普卡绑定ETC，享高速通行费85折，金卡绑定

ETC，享高速通行费82折。

购物加油、优惠多多

购物满减
每周六在指定的中百仓储购物，刷邮储银行信用卡单笔满

100元可立减30元优惠活动。

（最高30元封顶，每个活动日限定名额30名，每卡每月限

享受两次优惠活动）

加油满减
每周六在指定的10座中石化加油站，刷邮储楚天车享卡，

单笔满100元，可立减30元。

（最高30元封顶，每个活动日限定名额30名，每卡每月限

享受两次优惠活动）

订蛋糕享折扣
凡持邮储银行信用卡客户，在全市指定17家王子蛋糕店，

每天即可享受86折的折扣优惠。

特惠观影、10元起步

每周五、周六、周日及国家法定节假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信用卡客户在华谊电影院、万象电影院刷信用卡消费即可享最

低10元每张电影票。

活动时间：2018年1月20日至2019年1月20日

邮储银行车享卡（信用卡）

让您旅途又快又省！

办理便捷、服务贴心

一站式服务
带上您的行驶证、身份证，到市内任一邮政网点，均可享受

快捷办理服务，卡片办理、电子标签赠送、安装、激活一站完成。

手机银行管理
登录邮储银行APP，可快速查询ETC余额

购物满减、特惠加油、优惠订蛋糕、10元观影活动细则

放假了！是不是想带娃出去看看，

领略祖国大好河山、欣赏一下人间芳菲，可是……

自驾游碰上高速堵车，

出门一整天，游玩两小时，心情瞬间不美丽了

秒过高速 尊享好礼 E路畅行

畅享全国高速82折 加油特惠 购物满减 10元观影

一、购物满减
每周六指定的8家中百仓储购物,刷邮储银

行信用卡单笔满100元可立减30元优惠活动。
（最高30元封顶，每个活动日限定名额30

名，每卡每月限享受两次优惠活动）
活动时间：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

月31日
活动地点：
1、咸宁市温泉路70号（咸宁购物广场）
2、咸宁市咸宁大道博仁天下特2号（咸宁

博仁天下店）
3、通山县新城社区凤池时代广场（咸宁通

山店）
4、赤壁市河北大道90号（赤壁购物广场）
5、咸安区鱼水路233号（咸安购物广场）
6、嘉鱼县沙阳大道122号（嘉鱼购物广场）
7、崇阳县新建路白鹭广场（崇阳购物广场）
8、通城县隽水大道261号（咸宁通城店）
二、加油特惠
每周六在指定的10座中石化加油站，刷

邮储楚天车享卡，单笔满100元，可立减30
元。（最高30元封顶，每个活动日限定名额30
名，每卡每月限享受两次优惠活动）；

每周五刷邮储信用卡，即可享受6%超值
折扣优惠，每周单笔最高折扣30元封顶。

活动时间：2018年1月20日至2019年1
月20日

活动地点：
1、咸宁市贺泉路杨下村（直属贺泉站）
电话：0715-8132259
2、咸宁市马桥路24号（直属温泉站）
电话：0715-8135213
3、咸宁市长安大道63号（直属淦水站）
电话：0715-8323095
4、咸宁市长安大道198号（直属二路站）
电话：0715-8272638
5、通山县通羊镇九宫大道336号
电话：0715-2390315

6、通山县九宫大道401号羊城加油站（通
山羊城站）

电话：0715-2364056
7、赤壁市东洲大道赤马加油站（赤壁赤马

站）
电话：0715-5883839
8、通城县五里大道8号（通城城南站）
电话：0715-4866847
9、崇阳县仪表路99号（崇阳中心站）
电话：0715-3305244
10、嘉鱼县迎宾大道1号（嘉鱼嘉兴站）
电话：0715-6350808
三、优惠订蛋糕
凡持邮储银行信用卡客户，在全市指定17

家王子蛋糕店，每天即可享受86折的折扣优惠。
活动时间：2018年1月20日至2018年

12月31日。
活动地址：咸宁市所有王子蛋糕门店
电话：0715-8182773
四、特惠观影、10元起步
1、华谊电影院
每周五、周六、周日及国家法定节假日，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信用卡客户须持本年消费凭
条(最低38元)，在华谊电影院刷信用卡消费即
可享10元/张购买2D电影票，以15元/张购买
3D电影票；每卡每天限购2张。

活动时间：2018年1月20日至2019年1
月20日

活动地址：咸宁温泉路66号中辉国际广
场5楼

2、万象电影院
每周五、周六、周日及国家法定节假日，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信用卡客户在万象电影院刷
信用卡消费即可享 10元观2D\3D\巨幕电影
优惠活动。

活动时间：2018年1月20日至2019年1
月20日

活动地点：咸宁市中心花坛万顺达大厦7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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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中阿合作
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10日在人民大会
堂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
发表题为《携手推进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
关系》的重要讲话，宣布中阿双方一致同
意，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
中阿战略伙伴关系。

上午10时许，会议正式开幕。在热
烈的掌声中，习近平走上讲台，发表讲
话。

习近平指出，中阿友谊源远流长，历
久弥新。双方在古丝绸之路上“舟舶继
路、商使交属”，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
放的斗争中并肩奋斗、患难与共，在各自
国家建设事业中相互支持、互利合作，谱
写了合作共赢的灿烂篇章。历史和实践
证明，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面临
怎样的艰难险阻，中阿始终是互惠互利的
好伙伴、同甘共苦的好兄弟。

习近平强调，中方倡议共建“一带一
路”，得到包括阿拉伯世界在内的国际社
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参与。作为历史上丝
路文明的重要参与者和缔造者之一，阿拉
伯国家身处“一带一路”交汇地带，是共建

“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双方携手
同行，把“一带一路”同地区实际结合起
来，把集体行动同双边合作结合起来，把

促进发展同维护和平结合起来，优势互
补，合作共赢，造福地区人民和世界人
民。“一带一路”建设全面带动中阿关系发
展，中阿全方位合作进入新阶段。中方愿
同阿方加强战略和行动对接，携手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共同做中东和平稳定的
维护者、公平正义的捍卫者、共同发展的
推动者、互学互鉴的好朋友。

第一，增进战略互信。要坚持对话协
商，坚守主权原则，倡导包容性和解，反对
恐怖主义。习近平宣布，中方将设立“以
产业振兴带动经济重建专项计划”，并向
有关阿拉伯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第二，实现复兴梦想。中阿双方要把
彼此发展战略对接起来，让两大民族复兴
之梦紧密相连。要牢牢抓住互联互通这
个“龙头”，积极推动油气合作、低碳能源
合作“双轮”转动，实现金融合作、高新技
术合作“两翼”齐飞。中方将成立“中国－
阿拉伯国家银行联合体”。

第三，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将坚持全
面深化改革，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
持打开国门搞建设。中国欢迎阿拉伯国
家参加今年11月在上海举办的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

第四，促进包容互鉴。要做大做强中
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为双方提供更多智

力支持。要传播重和平、尚和谐、求真知
的理念，要以对话消除误解，以包容化解
分歧，要合作建设网络文明。习近平主席
宣布了中方为推动中阿人民情感交流、心
灵沟通的一系列新举措，并宣布中阿新闻
交流中心正式成立。

习近平指出，中阿同为国际舞台上
重要政治力量，我们要准确把握历史大
势，真诚回应人民呼声，一起推动中东地
区走出一条全面振兴的新路。中东的多
样性应该成为地区活力之源。要尊重每
个国家的国情差异和自主选择，坚持平
等相待、求同存异，打造共同、综合、合
作、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发展是解决中
东许多治理问题的钥匙，各方要始终心
系合作，多做共赢的加法和乘法，优势互
补，共享繁荣。习近平呼吁有关各方遵
守国际共识，公正处理巴勒斯坦问题，强
调中方支持以“两国方案”和“阿拉伯和
平倡议”为基础，推动巴以和谈尽快走出
僵局。

习近平最后强调，中阿合作论坛在开
展对话、加强合作方面大有可为。要适应
新时代中阿关系发展，论坛建设要有新气
象、新作为。要通过加强交流，让双方思
想形成更多交汇。让我们发扬丝路精神，
一步一个脚印朝着目标前行，为实现中阿

两大民族伟大复兴、推动建设中阿利益和
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努力！

科威特埃米尔萨巴赫，会议阿方主
席、沙特外交大臣朱拜尔，阿拉伯国家联
盟秘书长盖特分别致辞。他们高度评价
阿中传统友谊，表示，阿中合作潜力巨大，
阿拉伯国家愿集体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赞同习近平主席打造中阿命运共同体，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阿拉伯
国家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持《联
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发挥重要积极
作用，视中国为可信赖的伙伴。在中东和
平与安全面临严峻挑战的形势下，阿方期
待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共同促进地区和
平稳定、发展繁荣，携手推进新时代阿中
战略伙伴关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
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等出席。国务
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主持开幕式。

开幕式前，习近平同科威特埃米尔及
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团团长合影。

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7
月10日在北京举行，会议以“共建‘一带
一路’、共促和平发展、携手推进新时代中
阿战略伙伴关系”为主题。中国和阿盟成
员国代表、阿盟秘书长以及中方有关部门
负责人等近300人出席。

习近平出席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
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

韩国

决定暂停今年乙支演习
据新华社首尔7月10日电 据韩国国防部和安全行

政部10日联合发布的消息，韩国将暂停今年的“乙支演
习”，并从明年开始实施新形式的“乙支太极演习”。

韩国国防部和安全行政部表示，这是韩国政府根据当
前安保形势和韩美联合军演暂停方针做出的决定。新的

“乙支太极演习”将不仅针对外部武力攻击威胁，还包括应
对恐怖袭击、重大灾难等内容，是韩国军、民、政府共同参
与的综合性安保演习模式。

此外，由于“乙支自由卫士”韩美联合军演暂停，原计
划今年6月举行的“太极演习”也将推迟到下半年举行。

国务院印发《意见》

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
据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经李克

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建立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决定自2018年10月1日起
全面实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深入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
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
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着力保
障残疾儿童基本康复服务需求。到2020
年，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

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体系，基本实现
残疾儿童应救尽救；到2025年，残疾儿童
康复救助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完善，残疾儿
童普遍享有基本康复服务，健康成长、全
面发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意见》明确，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对象
为符合条件的0至6岁视力、听力、言语、
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包
括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建档立卡贫困
户家庭的残疾儿童和儿童福利机构收留
抚养的残疾儿童；残疾孤儿、纳入特困人
员供养范围的残疾儿童；其他经济困难家

庭的残疾儿童。
《意见》对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流

程进行了明确规定。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由残疾儿童监护人向残疾儿童户籍所在
地（居住证发放地）县级残联组织提出申
请；残疾儿童监护人可委托他人、社会组
织、社会救助经办机构等代为申请。经县
级残联组织审核符合条件的救助对象，由
残疾儿童监护人自主选择定点康复机构
接受康复服务；在定点康复机构发生的合
规费用，由同级财政部门与定点康复机构
直接结算；经县级残联组织同意，残疾儿

童也可在非定点康复机构接受康复服务。
《意见》强调，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

实行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制，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应将残疾儿童康复救助资金纳
入政府预算，中央财政对各地给予适当补
助。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确定残
疾儿童康复救助基本服务项目、内容和经
费保障标准，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残联
组织和教育、民政、卫生健康等有关部门
要履职尽责、协作配合，加强工作衔接和
信息共享，努力实现“最多跑一次”、“一站
式结算”，切实提高便民服务水平。

朝鲜

推动城乡综合科学发展
据新华社平壤7月10日电 据朝中社10日报道，朝

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视察朝鲜两江道三池渊郡时强调，
要提高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水平，推动农村振兴，科学进
行城镇规划与建设，建设人民宜居的理想社会，并要求劳
动党干部做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

金正恩在视察三池渊郡中兴农场了解土豆生产情况
时表示，应顺应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现实要求，了解世界农
业机械发展趋势，利用好现代化高性能农业机械，把农场
建设成为农业机械化的样板单位，并以此为基础向全郡推
广。

金正恩在视察三池渊郡内建设工地时强调，要通过三
池渊郡建设，创造凝聚现代文明的山区城市的典型，并推
广其经验，使朝鲜所有山区郡面貌焕然一新。

泰国

游船翻沉遇难人数升至45人
据新华社泰国普吉7月10日电 泰国普吉府府尹诺

拉帕10日在救援情况通报记者会上表示，泰国救援人员在
渔民的帮助下又发现3具遗体，基本可以确认为游船翻沉
事故遇难者。因此目前确认遇难人数上升至45人，仍有2
人生死不明。

诺拉帕说，从发现地点、遗体特征来看，基本确定新发
现的3具遗体为“凤凰”号游船翻沉事故遇难者，具体身份
需待家属辨认。

至此，这起事故的遇难人数上升至45人，其中44人已
经完成打捞。此外仍有2人处于失联状态。遇难者及失联
者均为中国游客。

泰国陆军方面则表示，已出动人力对普吉、甲米、攀牙
三府的海岸进行搜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