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标的名称：珠海水务环境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生石灰年度采购项目

二、购买招标文件时间：2018年04月
04日起至2018年04月11日，每天8:
30-12:00，14:30-17:30（节假日除外）。

三、网上注册报名时间：2018年04
月 04 日 08:30 至 2018 年 04 月 25 日
17:00

四、招标代理机构联系方式：珠海
市香洲区银桦路337号202室(名街花
园) 广东信仕德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联系人：钟幸文，0756-2533799-
8003 13680348280

五、发布公告的媒介：招标公告在
《珠海特区报》、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 网 站 http://ggzy.zhuhai.gov.cn/
上发布，招标过程的澄清、答疑及其他
特别公告以交易中心网站公布为准。

珠海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信仕德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8年04月04日

招标公告 （项目编号：1800008C）

一、标的名称：珠海市城市排水有
限 公 司 各 厂 阳 离 子 聚 丙 烯 酰 胺
（CPAM）采购项目

二、购买招标文件时间：2018年04月
04日起至2018年04月11日，每天8:30-
12:00，14:30-17:30（节假日除外）。

三、网上注册报名时间：2018年04月
04日08:30至2018年04月26日17:00

四、招标代理机构联系方式：珠海
市香洲区银桦路337号202室(名街花
园) 广东信仕德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联系人：钟幸文，0756-2533799-
8003 13680348280

五、发布公告的媒介：招标公告在
《珠海特区报》、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 网 站 http://ggzy.zhuhai.gov.cn/
上发布，招标过程的澄清、答疑及其他
特别公告以交易中心网站公布为准。

珠海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信仕德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8年04月04日

招标公告 （项目编号：1800007C）

山星一号集资兑现
通 告

山 星 一 号 集 资 券
0000809、 0001833、
0001834、合计券额叁仟元，
原初始持券人如有异议，请
电询：8611476转207，见报
七日内未有异议，本人将行
使持券人权利兑现。

武瑞波
2018年4月4日

注销声明
珠海沅璟德益投资管理有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0400MA4WTX0L3G，公 司
自 2018 年 3月 30日起停止经营，
请债权人自本公司声明之日起45
天内，向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
权，逾期不报视为放弃权利，清算
结束后，本公司将向登记机关依法
申请注销登记。

通 知
肖龙先生，你租的珠海市拱

北迎宾南路2188号-1801房办
公室，3月18日应交三个月租金，
多次联系你未果，见报后一星期
内如不交租，我将收回物业，另求
租客。按照租约，后果自负。

业主：谢雄越
2018年4月3日

一、项目编号：ZHAEEC18-024L
二、交易标的：珠海市吉大白莲路

145号综合楼二楼商用楼五年租赁使
用权

三、交易底价：人民币158.8396万
元

四、竞价保证金：人民币10万元
五、交易资格条件：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依法注册、有效存续的企业法
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六、公告起止日：2018年4月4日

至2018年4月13日。
七、意向登记地址及联系人：珠海

市横琴金融产业服务基地13号楼。联
系人：彭小姐，电话：0756-2992710。

请有意向的投资者登陆珠海产权
交 易 中 心 网 ：http://www.zhaeec.
com/了解该交易项目的详细内容和下
载相关表格。

珠海市晟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珠海产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4月4日

产权交易公告

公 示
珠海格力房产有限公司开发的位于珠海市金湾区平沙镇升平大道中319号

的平沙九号花园二期项目，为给客户提供更好的购房服务，现将该项目已取得
预售许可证编号：GLS2017013号、GLS2017013-2号、GLS2017013-3号、
GLS2017013-4号的预售证增加预售监管账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
海拱北支行/2002020329100312825。

联系电话：8803010
联系电话：7268256

公示单位：珠海格力房产有限公司
2018年3月26日

鸡山村城中旧村更新意愿表决大会结果公告
珠海市香洲区鸡山股份合作公司于2018年2月3日召开“鸡山村城中旧村更新意愿表决大会”，本次

大会应到股东611人，实际出席股东608人，大会共发出表决票608张，收回表决票608张，本次表决有
效，现将表决结果公告如下：

序号

1

2

3

表决项目

更新意愿

实施方式

引入前期
合作企业

表决事项

是否同意珠海高新区鸡山村对规划红线范围
内用地约223573.85m2进行城中旧村更新?

是否同意选择“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公开交易
选择单一市场主体，签订更新合作协议合作实施”
作为本次城中旧村更新的实施方式？

是否同意选择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为
珠海高新区鸡山村城中旧村更新项目的前期合作
企业？

有效票

同意

598

589

589

不同意

8

17

17

弃权

5

5

5

无效票

0

0

0

同意率

97.87%

96.39%

96.39%

表决结
果

通过

通过

通过

上述三项表决项目共三项表决事项，经具备表决资格全体股东三分之二同意，表决通过。
珠海市香洲区鸡山股份合作公司

2018年3月19日

一、详细信息须登陆网址：http://ggzy.zhuhai.gov.cn/浏览，并在信息公告
表“相关资料下载”处下载相关资料，或亲临我中心了解详情。

二、交易平台联系地址：珠海市香洲红山路288号国际科技大厦2楼交易窗
口，联系人：钟小姐、陈小姐、郑先生，电话：0756-2538700、2538993、2602651。

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8年4月4日

国有资产产权交易公告
项目编号

ZHGZCJ14-1757

ZHGZCJ14-1756

ZHGZCJ14-1758

项目名称

珠海市直事业单位12辆封存公务用车公开处置（第二批）

珠海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部分空置房源（第47期共69套）
公开招租

珠海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部分空置房源（第48期共1套）
公开招租

通 告
因地下车行通道建设施工需要，现决定于

2018 年 4 月 4 日至 6 月 30 日，全封闭兴盛二路（富
国道路口至富邦道路口段），车辆可绕行兴盛三
路通行。请过往车辆按临时交通标志指示通行。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8年4月3日

2018年4月4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李有财 美编：邱耀升 校对：董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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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免费海葬带动殡葬新俗

6年节地约18万平方米

李明博原本拘留期
限为 10 天。检方 3 月
29日申请延长拘留时间
10天至4月10日，获得
法院批准。韩国媒体报
道，拘留期延长后，李明
博态度更加强硬。

认定韩国检察人员调查是“政治报复”而拒绝接受讯问

李明博态度日益强硬
新华社沈阳4月3日电 清

明节临近，与传统到墓园祭扫不
同，辽宁省内越来越多的人选择
去海边寄托哀思。辽宁省民政厅
公布数据显示，自2012年实施免
费海葬政策以来，海葬数量持续
增长，目前已有近3万份骨灰撒
海，节约土地约18万平方米。

“现在海葬越来越受到群众
欢迎。”辽宁省民政厅社会事务
处处长王茂彦说，辽宁省从上世
纪90年代开始进行骨灰撒海活
动，到免费海葬政策实施前共举
行了500余次。2012年实施免
费海葬政策至今已累计组织720

次海葬，每年海葬的数量以12%
的速度增长。

据了解，辽宁每年组织海葬
次数没有固定限制，开海以后，省
内各级民政部门根据各地报名数
量，达到一定规模后便可组织统
一海葬。王茂彦说，省内还建立
多处统一的纪念广场，供群众寄
托哀思。“出于安全和环保的考
虑，我们不鼓励群众到海上进行
纪念。”

辽宁省2012年开始实施骨
灰海葬补贴政策，除食宿费用外，
全省城乡居民海葬基本服务费用
全部由政府承担。2017年提高
海葬补贴标准，沿海6市每具骨
灰补贴标准从 800 元提升到
1200元，内地8市每具骨灰补贴
标准从1200元提升到1600元。

韩国检察人员2日第三次
前往李明博所在的看守所，但
这名前总统再次拒绝接受“上
门”讯问，对检方反复问话的做
法表达不满。

李明博3月22日深夜被捕
后，次日凌晨被收押在首尔东部
看守所一间单人囚室。检方指控
李明博涉嫌12项罪名，包括收受
贿赂、非法挪用资金、逃税、滥用
职权、非法藏匿文件以及违反选
举法。如果全部罪名成立，李明
博将面临最多45年监禁。

检方3月26日和3月28日
两度派审讯组工作人员前往看守
所，试图劝说李明博走出囚室、接
受讯问，均未成功。

检方第一次“上门”调查前，
李明博的辩护律师康勋（音译）告
诉媒体记者，这名前总统不会接
受检方“上门”调查。按他的说
法，李明博及其律师小组认为调
查“不可能公正”。

第三次“上门”调查时，检
方派出两名资深检察官，2日
上午 10时抵达看守所，经由
律师和看守所警务人员劝说
李明博接受调查，最终在中午
时分无功而返。对检方连续

“上门”，李明博表达不满，称
检方反复问同样的问题没有
意义。

李明博原本拘留期限为
10天。检方3月29日申请延
长拘留时间 10 天至 4 月 10
日，获得法院批准。韩国媒体
报道，拘留期延长后，李明博态
度更加强硬。

李明博这一态度在外界
预料中。韩联社先前报道，鉴
于李明博拒绝出席签发逮捕

令的听证会，认定检方调查是
“政治报复”，他可能不会接受
检方后续调查。被捕前，李明
博3月14日前往首尔中央地
方检察厅，以嫌疑人身份接受
讯问。

对调查人员连吃“闭门
羹”，检方说，将在李明博剩余
拘留期内继续按章办事。检方
说，李明博身为嫌疑人有权拒
绝接受讯问，检方则有义务为
查明案情而调查取证。

检方同时披露，调查人员
3月 29日试图与李明博的妻
子金润玉在一处秘密地点“单
聊”，遭对方拒绝。金润玉牵涉
多起案件，涉嫌受贿罪和挪用
公款罪。 （新华社专特稿）

4月2日，在埃及首都开罗解放广场，支持者庆祝塞西获得连
任。

埃及全国选举委员会2日宣布，现任总统塞西在总统选举中
赢得97.08%的选票，成功获得连任。 新华社发

埃及选民庆祝总统塞西获连任
数名美国政府和军方官员

披露，尽管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说美军“不久”将撤出叙利亚，
五角大楼仍在考虑向叙利亚小
幅增兵。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2
日以这些官员为消息源报道，
在特朗普发表撤军言论前，军
方高层已经连续几天讨论，打
算向叙东北部增派数十名军
人。

报道说，特朗普的话让不
少五角大楼官员困惑。国防部
长詹姆斯·马蒂斯先前明确表
示，美军希望长期在叙利亚保
持军事存在。

作为总统幕僚机构，国家
安全委员会定于3日开会，讨
论特朗普政府在叙利亚打击极
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计划和在
叙美军任务。不清楚特朗普撤
军言论是否会影响增兵方案获
得批准的前景。

按照一些消息人士的说
法，增兵旨在给在叙美军提供
防护。

特朗普提撤军同一天，打
击“伊斯兰国”多国部队一支小
分队在叙利亚阿勒颇省曼比季
市巡逻时遭路边炸弹袭击，一
名美国士兵、一名英国士兵死
亡，5人受伤。

美国在叙利亚部署大约
2000名军人，大部分驻扎在叙
北部库尔德自治区，主要任务
是以教官、军事顾问等身份，训
练和协助库尔德武装“叙利亚
民主军”打击“伊斯兰国”，让库
尔德自治政府有能力与叙利亚
中央政府分庭抗礼。

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
拉夫罗夫2日欢迎特朗普的撤
军言论。 （新华社专特稿)

五角大楼考虑向
叙利亚小幅增兵

新华社突尼斯4月2日电
的黎波里消息：利比亚民族团
结政府2日宣布，在首都的黎
波里以东发起追击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利比亚分支残余武
装分子的军事行动。

团结政府发言人穆罕默
德·萨拉克在当天的新闻发布
会上说，根据团结政府总理萨
拉杰的指示，代号“国土风暴”
的军事行动在2日晚间发起，
目标是清除利比亚境内残余的
恐怖分子，主要是“伊斯兰国”

武装人员。
该军事行动从的黎波里以

东200公里的米苏拉塔开始，
将覆盖苏尔特、巴尼瓦利德等
利比亚西部城市附近的山谷和
沙漠地区，团结政府下属的所
有军事组织均参与该行动。

2016年末，利比亚团结政
府下属军事组织以及支持它的
武装力量将“伊斯兰国”利比亚
分支驱逐出苏尔特，该组织残
余分子逃往利比亚南部山区和
河谷地带。

利比亚发起行动追击IS余孽

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 为
了加快推进婚姻登记领域信用体
系建设，促进婚姻家庭和谐稳定，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
行、民政部、中央组织部等31个
部门联合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大
对婚姻登记领域严重失信行为的
惩戒力度。

根据这些部门签署的《关于
对婚姻登记严重失信当事人开展
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联合惩
戒对象为婚姻登记严重失信当事
人。当事人有以下行为之一的，
将被列入严重失信名单：使用伪
造、变造或者冒用他人身份证件、
户口簿、无配偶证明及其他证件、
证明材料的；作无配偶、无直系亲
属关系、无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等
虚假声明的；故意隐瞒对方无民
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状况，严重损害对方合法权益的；
其他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姻法》和《婚姻登记条例》行为
的。

备忘录规定，联合惩戒措施
共有14条，包括限制招录（聘）为
国家公职人员、限制登记为事业
单位法定代表人等，涉及个人招
聘录用、从业资格、职务晋升、评
先评优、企业审批认证、融资授
信、补贴性资金支持等多个领域。

备忘录明确，民政部基于全
国婚姻登记信用信息平台，建立
严重失信名单，通过全国信用信
息共享平台与全国婚姻登记信用
信息平台实现数据交换和共享。
签署备忘录的各相关部门从全国
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获取婚姻登记
严重失信名单后，执行或者协助
执行本备忘录规定的惩戒措施。

31个部门联合签署合作备忘录：

婚姻登记严重失信将受联合惩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