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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限制或禁止市场准入

旅游领域严重失信将受联合惩戒
新华社北京电 侵害旅游者合法权益、
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破坏旅游目的地文物古
迹……旅游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在旅游领
域发生严重失信行为，将受到限制或禁止市
场准入、限制融资和消费等联合惩戒措施。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4日对外公布的《关
于对旅游领域严重失信相关责任主体实施联
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为加快推进旅游诚信
体系建设， 加大旅游领域严重失信行为惩戒
力度，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文化和旅
游部等部门就针对旅游领域严重失信相关责
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达成一致意见。
根据备忘录， 联合惩戒的对象为文化和
旅游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
件等有关规定公布的存在旅游严重失信行为
的相关责任主体，包括旅行社、景区以及为旅
游者提供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娱乐等服务
的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
旅游领域严重失信情形包括： 旅游经营
者和旅游从业人员因侵害旅游者合法权益受

到行政机关罚款以上处罚的； 旅游经营者发
生重大安全事故， 属于旅游经营者主要责任
的；旅游经营者和旅游从业人员因侵权、违约
行为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 被人民法院判决
承担全部或者主要民事责任， 或拒不执行法
院判决的； 旅游经营企业主要负责人和旅游
从业人员因侵害旅游者合法权益， 被人民法
院判处刑罚的；旅游从业人员在执业过程中，
因扰乱公共交通工具秩序、损坏公共设施、破
坏旅游目的地文物古迹、 违反旅游目的地社
会风俗等行为， 受到行政处罚或法院判决承
担责任的； 旅游经营者和旅游从业人员侵害
旅游者合法权益，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的；
旅游经营者和旅游从业人员违反法律法规的
其他情形。
根据备忘录，联合惩戒措施包括：限制或
禁止失信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行政许可；对失
信当事人加强日常监管，限制融资和消费；限
制失信当事人享受优惠政策、 评优表彰和相
关任职等。
安蓓

5年或10年后或再考虑
题（撤军）甚至不在我们讨论范围内”，5年或10
年后，美国和韩国或将重新审视这个问题。
马蒂斯还说， 在新加坡参加第17届香格
里拉对话会期间， 他感受到各方在通过外交
渠道推动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方面的立
场有着
“惊人一致”。
朱东阳 刘晨

美职篮总决赛勇士2 0领先骑士
“小学生”库里在第四节接管比赛，在被
换下场的前一刻他命中自己本场第九个三
分， 创造NBA总决赛单场三分命中数最高纪
录。之后詹姆斯等骑士主力也被替换下场，勇
士队122∶103取胜，总决赛大比分2∶0领先。 接
下来两场比赛将在骑士队的主场上演。

牛皮癣、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症

免费体验
好消息，“皮肤顽疾，免费试用”活动火热进行中。
姜大夫牌止痒液，适用于皮肤瘙痒顽疾。 皮肤有问题，凡到店咨询的顾客，一律坚
安全止痒，不含激素
持免费试用，绝不让顾客多花一份冤枉钱。
由于名额有限， 现免费征集 100 名牛皮癣、头癣、皮炎、湿
疹、荨麻疹、瘙痒症等重症顾客。 详情到店或电话咨询
吉卫健用字【2013】第 129 号 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使用

姜老太修肤堂诚招各区县代理

报名电话：0513-81105599 18912277255
活动地址：南通市崇川区人民中路 19-2 号(黑马超市人民中路店西 30 米)姜老太修肤堂
乘车路线：1、3、4、7、10、16、31、101、602 路公交车到口腔医院北院站东 30 米

牵
爱

局机关事编、公务员、医生、
连续三期优秀嘉宾推荐单位 教师、私企老板、蓝领等众多
牵爱是由南通地区 13 个 白领、成功人士可供您挑选
特 社区的热心大妈、大伯、
★南通人在上海等外地工作的
点 阿姨联合组成的婚姻介
绍 专 业 红 娘 服 务 团 队 大型特色婚恋机构，欢迎咨询
地址：人民中路 95 号纺织大厦 623 室 红娘团队官方热线：18151332168
诚实守信
无婚托婚介

用婚托缺德，骗钱财害己
创办十多年，数千对成功配婚，良好的社会口碑。

不满意，不付婚介费
小石桥红绿灯东 100 米马路北四路车站楼上
征婚85292569
QQ:1252832854
热线13962983156 15851252008

26 岁
27 岁
29 岁
43 岁

1.75 米
1.78 米
1.72 米
1.78 米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银行 帅气 房车
警察 形象好
银行 稳重 房车
离无孩 工程师

酒吧。
“
这些小龙虾在国内已经加工成熟制品，
消费者只要加热5分钟，就可以吃了。”中国农
发集团鲜天下总经理蔡鑫表示， 不同于国内
消费者偏爱麻辣口味， 欧美消费人群更多用
奶油和芝士烹制小龙虾，为此，这批出海的小
龙虾烹制了蒜香、十三香等不同的口味。王贤

南通福彩网 http://ntfcw.tt17.com/

近日，江苏福彩传来好消息，备受彩民喜爱的“快 3”游戏将于 5 月中旬
新增投注方式上线销售，先期推出跨度投注、包胆投注（包 1 胆、包 2 胆）、
复式投注（含三码、四码、五码复式）。
跨度投注是指投注的 3 个号码中最大值于最小值之差，投注方法有通
选跨度、二同号跨度及三不同号跨度；复式投注号码中包括了全部开奖号
码且投中了注码组合方式即中奖，分二同号复式投注、三不同号复式投注
及通选复式投注三种投注方式；包胆投注共支持包 1 胆通选投注、包 1 胆
二同号投注、包 1 胆三不同号投注、包 2 胆通选投注、包 2 胆二同号投注、
包 2 胆三不同号投注共六种注码组合方式。 开奖号码包括了包胆投注的全
部号码且注码组合方式相符即可中奖。
“快 3”游戏因其“游戏新、趣味多、返奖高、中奖易、固定奖、快速开”的
特点，受到了我市彩民的喜爱。 2017 年我市福彩“快 3”共销售了 5.58 亿多
元，筹集国家公益金 1.56 亿元，其中市县两级福彩公益金 6138 万元，为社
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诚信婚介
推荐榜

福彩双色球 2 元可中 1000 万

更俗剧院

地址：工农路 135 号三喜大厦 401

体彩开奖
6 月 4 日 21 ：38
超级大乐透第18064期
1、3、4、11、29+2、4
排列5第18148期
8、1、9、7、0

福彩开奖
6 月 4 日 21 ：48
七乐彩第2018064期
3、4、17、19、26、27、29+14
乐透型15选5第2018148期
3、5、7、9、12
6+1第2018064期
3、4、7、9、1、3+羊
3D第2018148期 0、8、7

动画片
《哆啦A梦：大雄的金银岛》
阿尔登·埃伦瑞奇主演科幻动作片《游侠索罗：星球大战外传》
《超时空同居》
雷佳音,佟丽娅主演爱情喜剧片
小罗伯特·唐尼主演科幻动作片 《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

最新演出信息
6 月 7 日 19:30 大型歌舞晚会《放歌长白山》
扫二维码关注更俗剧院微信公众平
6 月 15 日 19:30 大型原创魔术儿童剧《萌萌兔—森林奇幻之旅》
台，获取更多电影演出信息。
6 月 20 日 19:30 舞剧《红高粱》
更俗剧院新官方网站 http://www.ntgsjy.cn/
7 月 7 日 19:30 芭蕾舞剧《白毛女》
售票热线：85512832 服务监督：85528668

成功满意价值服务 《江海晚报》分类广告

85100503 15358777393 短信微信报名：18934533636
地址：人民中路端平桥综合楼 304 室

新华社武汉电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足
球赛10天后就将在俄罗斯拉开大幕。届时，到
现场看球的各国球迷将会看到， 他们的餐桌
上有了中国湖北出产的“
网红”食品——
—小龙
虾。
这些小龙虾抵达俄罗斯后， 莫斯科进口
商将通过线下渠道将小龙虾送入当地餐馆和

福彩快 3 游戏出新玩法啦！

情缘婚介 花好月圆婚介
男
男
男
男

全行业2017年度实现业务收入918.41亿元。
从以事务所为主体的业务收入看， 普华
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以去年超过51亿元的
总收入领跑百家。德勤华永、立信、安永华明、
毕马威华振四家事务所分列二至五名， 业务
收入都在30亿元以上。
总体看，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仍在快速增
长中，事务所规模不断扩大。 去年事务所业务
收入超过1亿元的会计师事务所有46家， 其中
超过5亿元的21家，超过10亿元的12家。 韩洁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4日从财政部获悉，
截至2017年12月31日， 我国共有会计师事务
所8605家，其中分所1082家，注册会计师达到
105570人。
当天，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在财政部官
网发布了《2017年度业务收入前100家会计师
事务所信息》。 这份已向财政部报备的财务报
告显示， 全国会计师事务所2017年度实现事
务所业务收入711.35亿元；包括会计师事务所
统一经营的其他专业机构的业务收入在内，

福彩直通车

南通电视台《我想有个家》

鸿运婚介

罪，依法应予并罚。
莫焕晶对其所犯盗窃罪行有自首情节，依
法可予从轻处罚。 莫焕晶选择于凌晨时分在高
层住宅内放火， 造成四人死亡和巨额财产损
失，对所犯放火罪行虽有酌定从轻情节，但犯
罪动机卑劣、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造成
的犯罪后果极其严重，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社
会危害性极大，尚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
莫焕晶及其辩护人要求从轻处罚的理由
不足，不予采纳。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
员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意见成立，予以采
纳。 原判定罪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 审判
程序合法。故作出前述裁定。吴帅帅 陈晓波

湖北10万只小龙虾出口俄罗斯

库里创下三分球纪录
新华社华盛顿6月3日电 随着库里用9
记三分球刷新美职篮（NBA）总决赛单场三分
球命中数纪录，金州勇士队3日在主场迎战克
利夫兰骑士队的比赛也渐渐失去悬念， 卫冕
冠军以122∶103轻取骑士，在7战4胜制的总决
赛中取得2∶0的领先。

新华社杭州电 6月4日15时， 浙江省高
级人民法院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宣判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的被告人莫焕晶放火、盗
窃（上诉）一案，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对
莫焕晶的死刑判决， 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
核准。莫焕晶及其辩护人、检察员到庭参加宣
判。被害人亲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
者及社会各界群众代表参与旁听。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莫焕晶故意
在高层住宅内放火， 造成四人死亡及巨额财
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放火罪。其在从事住家
保姆期间，在多地多次窃取雇主家中财物，数
额巨大， 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其一人犯二

我国注册会计师超过10.5万人

美防长说美近期不会从朝鲜半岛撤军
新华社华盛顿6月3日电 美国国防部长
马蒂斯3日说， 美国近期不会从朝鲜半岛撤
军。
马蒂斯在从新加坡返回华盛顿的飞机上
对媒体作出了上述表示。 根据美国国防部提供
的马蒂斯与媒体交流实录，马蒂斯说，
“
这个话

杭州保姆纵火案二审维持原判

——
—花钱少，效果好，为您带来无限商机

广告投放热线：851188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