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 16 天下
俄罗斯总统
弗拉基米尔·普京
15日身穿蓝色牛
仔裤，驾驶橘色卡
车，穿过克里米亚
大桥，庆贺大桥汽
车道16日正式开
通。
这座大 桥 横
跨刻赤海峡，连接
俄罗斯本土与克
里米亚半岛。美国
和欧盟谴责俄方
借建桥巩固对克
里米亚的
“非法占
领”，重申
“克里米
亚属于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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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大桥卡车秀”刺激乌美欧

普京亲自驾卡车

现年66岁的普京所驾卡车领头，后面跟随
30多辆同款卡车、吊车、混凝土搅拌车等工程
车，从大桥一端俄罗斯南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
区的塔曼半岛出发，一路驶至大桥另一端克里
米亚半岛刻赤市，全程耗时16分钟。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克里米亚大桥
是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全长19公里，包含大
约17公里汽车道和18公里铁路轨道，跨海部分
长6公里。 建桥工程整体造价大约228亿卢布
（约合37亿美元）。 大桥日通行能力为4万辆汽
车、47对列车，列车年载货量可达1300万吨，年
载客量1400万人次。
法新社报道，克里米亚大桥建成后，将取
代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瓦斯科·达伽马大桥，
成为欧洲最长大桥。 法新社报道说，为缓解乌
克兰封锁和欧美制裁对克里米亚民众生活的

影响，俄罗斯需要向克里米亚地区运送大量食
品。 大桥通车后，可有效减轻克里米亚地区物
资进出对海运的依赖。
普京高调庆贺大桥通车， 惹恼乌克兰、美
国和一些欧盟国家。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希瑟·
诺尔特说，建造克里米亚大桥“象征俄罗斯企
图巩固对克里米亚的非法夺取和占领，同时因
为对过往刻赤海峡的船只大小有所限制而阻
碍航行”。 诺尔特警告， 美国将继续制裁俄罗
斯，“直至俄罗斯将（克里米亚）半岛的控制权
归还乌克兰”。 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办公室
一名发言人说，俄方建桥通车“再一次侵犯乌
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 英国外交国务大臣艾
伦·邓肯说， 英方将继续与伙伴一起反对俄罗
斯“吞并”克里米亚，包括继续制裁。
■新华社

梦之蓝手工班公益汇·淮安区公益研究院正式成立

5月15日， 梦之蓝手工班公益
汇·淮安区公益研究院正式成立。
“梦之蓝公益研究院” 由洋河股份
联合淮安区经销商及淮安区各界
爱心人士成立，旨在持续推进公益
战略、携手同心为淮安区公益事业
奉献爱心。
活动现场，苏酒集团贸易股份
有限公司苏北大区总经理庄国强

先生首先做开幕致辞，阐述了洋河
股份作为一家传统的、 民族的、深
具社会责任感的大型白酒企业，一
直在践行着“领先领头领一行，报
国报民报一方”的企业使命。 并表
示终将以梦之蓝公益研究院为平
台，持续推进公益事业，携手同心
为淮安区公益事业添砖加瓦。
在现场300多名嘉宾的共同见

分类信息

证下，苏酒集团高端品牌事业部品
牌经理高志峰先生为梦之蓝手工
班 公 益 汇·淮 安 区 公 益 研 究 院 授
牌，梦之蓝淮安区公益研究院秘书
长刘远航先生接牌。
仪式上淮安市万泰商贸有限
公司总经理邱以钧先生为淮安市
淮商慈善基金会进行了公益捐赠。
去年8月份，13位梦之蓝·手工

班拍得者成为“梦之蓝公益圆梦大
使”， 共同参与了“梦想天空分外
蓝” 为主题的梦之蓝公益助学行
动。 他们捐出了300万助学款，而这
笔助学款悉数来自拍卖52度梦之
蓝·手工班所得。 在助学资金发放
仪式上，这13位“梦之蓝公益圆梦
大使” 也宣布将一对一帮扶13位
贫困大学生， 圆寒门学子的大学

梦，让梦之蓝公益形象更加深入人
心。
洋河股份“淮安区梦之蓝公益
研究院”的设立，为洋河股份在当
地开展各类公益活动提供了便利，
也起到了非常好的示范效应。 洋河
正用自己的行动和担当， 高扬风
帆，再创辉煌，为实现中国梦而努
力。
（谭鑫）

广告

广告咨询热线：

0517-89880056
牵手婚姻服务
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在编未婚男免费服务 QQ：673188401（微信）
4000 离异男 59 年大专 1.82 米事业单位 13861559581
3998 离异男 69 年大专 1.80 米企业高管 13222705696
3993 离异男 89 年本科 1.76 米商业中层 15651268903
3990 离异男 83 年本科 1.75 米银行工作 15605238498
5212 离异女 79 年本科 1.60 米事业单位 13196988628
5211 丧偶女 70 年大专 1.58 米商业单位 13196987958
5205 丧偶女 81 年高中 1.60 米自由职业 15605238498
5192 离异女 78 年本科 1.68 米中学老师 13222706002
1424 未婚男 87 年中专 1.73 米厨师工作 13016596121
1420 未婚男 91 年大专 1.78 米公司经理 15751345126
2477 未婚女 89 年本科 1.70 米个体经商 13196968683
2476 未婚女 91 年本科 1.59 米事业单位 13016579609

减资公告
江苏众辉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根据股东会决
议，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公 司注 册资 金，由
1510 万元整减少至 1000 万元整， 请债权人在见
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务清偿或债务
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电话：83670126 地址：北京新村 10 区 1 幢 204 室（西北角）

注销公告

江苏众辉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2018 年 5 月 17 日

淮 安 伟 创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注 册 号 ：
9132080233099217XG）经股东大会决议解散公司，并于同
日成立了公司清算组。 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江 苏 鑫 金 磁 悬 浮 电 力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注 册 号 ：
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320800000069854）经股东大会决议解散公司，并于同日
特此公告
淮安伟创贸易有限公司清算组 成立了公司清算组。 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2018 先给自己定个小目标：
江苏鑫金磁悬浮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

注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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