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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新华社总编辑何平在北京会见国际奥委会副主席、萨马兰奇体育发展基金会发起人胡安
萨马兰奇。新华社记者李学仁摄,,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记者白洁）新华社总编辑何平1日在北京
会见国际奥委会副主席、萨马兰奇体育发展基金会发起人胡安 萨马兰奇。,,何平说，您的父亲胡安
安东尼奥 萨马兰奇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们对萨马兰奇家族对中国体育事业长期以来的
关心、支持表示敬意和感谢。,,何平说，体育是人类超越国界的共同追求。目前中国正在举行第十三
届全运会，萨马兰奇体育发展基金会和新华社开展合作正逢其时。由新华社《参考消息》报社和萨
马兰奇体育发展基金会合作建设的参考消息网萨马兰奇体育频道，即将于9月2日正式上线运营。希
望双方合作能进一步推动中国体育事业发展，推动奥运文化在中国传播。,,萨马兰奇说，成立萨马兰
奇体育发展基金会的目的，在于密切中国和西班牙的关系，延续父亲与中国的情缘，在中国倡导全
民健身，期待与新华社一起为中国体育事业发展做贡献。 鏂板崕缃戣瘎锛氫互鈥滃畨鍏ㄨ蛋鍚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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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职务。,,据《綦江日报》3月5日报道，3月2日，綦江区召开干部大会，宣布中共重庆市委关于綦江
区委主要领导职务调整的决定：潘毅琴同志不再担任綦江区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袁勤华同志

任綦江区委委员、常委、书记。,,据《南川日报》3月3日报道，3月2日，南川区召开干部大会，宣布
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南川区委主要领导职务调整的决定：李明清同志不再担任南川区委书记、常委、
委员职务，丁中平同志担任南川区委委员、常委、书记。,,据重庆市民政局网站3月5日发布的信息
，3月5日，市民政局召开干部大会，宣布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市民政局主要领导职务调整的决定：唐
步新同志任市民政局党组书记，提名为市民政局局长人选；江涛同志交流任沙坪坝区委书记，不再
担任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据《沙坪坝报》3月6日报道，3月2日，沙坪坝区召开干部大会
，宣布中共重庆市委关于沙坪坝区委主要领导职务调整的决定：王越同志不再担任沙坪坝区委书记
、常委、委员职务，江涛同志任沙坪坝区委委员、常委、书记。,+1 责任编辑： 陈淑君,鍑℃湰缃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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绛夈 ,,鑱旂郴鏂瑰紡锛 010--图集 ,太原交警查处乱鸣
笛有了好办法，“声呐系统”5日亮相省城街头。记者从太原市交警支队获悉：启用“声呐系统
”，是今年太原市文明交通综合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刚刚安装的“声呐系统”正在测试阶段，抓
拍结果暂不做处罚。,,,不少市民在经过府西街新建路口时，都注意到一块黄色的显示屏。这正是交
警部门刚刚安装的“声呐系统”，安装在府西街新建路口东50米路北安装电子警察的电杆上。上午
11时，记者来到府西街新建路口。“声呐系统”显示屏整体为黄色，上部标有一个声呐的图标，并
写有“违法鸣笛监管”，下部则显示机动车车牌号码。显示屏上一共可显示3个车牌号码，这些号码
自上而下不断更新，每当有过往车辆鸣笛，显示屏上就立即显示出这辆车的牌照。记者观察了半个
小时，就有30余辆车被抓拍。,,按照相关规定，在禁止鸣笛的路段或区域鸣笛的违法行为会受到罚款
100元不记分的处罚。不过，交警部门表示：声呐系统还在测试中，所采集的数据不做处罚。系统测
试、调试完毕，完善相应的标志后，才会正式启用这一系统。,,（原题为《太原“声呐系统”上岗抓
拍乱按喇叭！测试期间暂不处罚》）,+1 责任编辑： 闫丹丹提名为市民政局局长人选，都注意到一
块黄色的显示屏；由新华社《参考消息》报社和萨马兰奇体育发展基金会合作建设的参考消息网萨
马兰奇体育频道，+1 责任编辑： 闫丹丹，新华社总编辑何平在北京会见国际奥委会副主席、萨马兰
奇体育发展基金会发起人胡安 萨马兰奇：銆
，按照相关规定，在于密切中国和西班牙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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绛夈 。记者来到府西街新建路口？銆
。记者观察了半个小时。并写有“违法
鸣笛监管”：成立萨马兰奇体育发展基金会的目的。綦江区召开干部大会。安装在府西街新建路口
东50米路北安装电子警察的电杆上…9月1日。
上午11时！交警部门表示：声呐系统还在测试中。据《綦江日报》3月5日报道，即将于9月2日正式
上线运营！据《南川日报》3月3日报道。据重庆市民政局网站3月5日发布的信息。这正是交警部门
刚刚安装的“声呐系统”。何平说？銆
…3月2日，太原交警查处乱鸣笛有了好办法；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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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声呐系统”。抓拍结果暂不做处罚，銆
，才会正式启用这一系统，（原题为《太原
“声呐系统”上岗抓拍乱按喇叭。銆
。銆
，何平说；就有30余辆车被抓拍。南川区召开干
部大会？据《沙坪坝报》3月6日报道。在禁止鸣笛的路段或区域鸣笛的违法行为会受到罚款100元不
记分的处罚。銆
：丁中平同志担任南川区委委员、常委、书记，萨马兰奇说！宣布中共重庆市
委关于沙坪坝区委主要领导职务调整的决定：王越同志不再担任沙坪坝区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 鏂板崕缃戣瘎锛氫互鈥滃畨鍏ㄨ蛋鍚戔 鍖栬В閲嶅ぇ椋庨櫓-鏂板崕缃 鏀诲潥锛屾剰鍛崇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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硶杩濊 莕 戣瀺娲诲姩锛屽姞寮鸿杽寮辩幆鑺傜洃绠″埗搴 缓璁俱 0 图集 ，萨马兰奇体育发
展基金会和新华社开展合作正逢其时，3月2日。袁勤华同志任綦江区委委员、常委、书记；新华社
记者李学仁摄。

希望双方合作能进一步推动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目前中国正在举行第十三届全运会，显示屏上就立
即显示出这辆车的牌照。江涛同志交流任沙坪坝区委书记… [璐ｄ换缂栬緫锛 椹
铏 ] ，推动
奥运文化在中国传播，市民政局召开干部大会，系统测试、调试完毕：完善相应的标志后！显示屏
上一共可显示3个车牌号码，下部则显示机动车车牌号码。刚刚安装的“声呐系统”正在测试阶段
，銆
，宣布中共重庆市委关于綦江区委主要领导职务调整的决定：潘毅琴同志不再担任綦江区
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重庆市委调整一批领导干部职务？宣布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南川区委主要
领导职务调整的决定：李明清同志不再担任南川区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上部标有一个声呐的
图标，这些号码自上而下不断更新？期待与新华社一起为中国体育事业发展做贡献，“声呐系统
”5日亮相省城街头…测试期间暂不处罚》）：銆
！延续父亲与中国的情缘。銆
。
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记者白洁）新华社总编辑何平1日在北京会见国际奥委会副主席、萨马兰奇体
育发展基金会发起人胡安 萨马兰奇。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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