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首次红色预警！

四川这些地方容易发生地质灾害
古巴颁布新规调整私营经济发展 将于今年12月7日正式生效

哈瓦那规定个体户“一人一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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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卓龙遗失珠海来往珠澳小额贸易人员信息
卡，卡号：1165613085，声明作废。

李健全遗失叉车证，编号：G517.9-40，证号：
51303019800227341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嘉泰雄日用百货商行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4040260037394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带好遗失小林镇企业总公司借款收据，号码
000013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佰美味餐饮企业管理服务部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405000001890；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路易士美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走味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4X43FF2R,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李跃峰遗失1997年购买珠海市斗门商贸城

A19栋401房合同一份，合同号01141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东旭贸易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粤国税字号440401671599472号，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乐信科技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5850009488401，编号：581003618894，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金鼎友信翼技术服务中心遗失营业执

照正本，注册号：44040760004691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名家财务咨询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91440400699725522C）遗失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
29 份 ，发 票 代 码 ：4400142620，发 票 号 码 ：

06572982-06573010；购买发票原本一本；税控盘
一个，号码：66152796779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凯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卡厂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763839672E，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卢树森、梁佩群遗失《商品房预购登记证》，预

购证书证号：0200018934，房屋坐落：金湾区三灶
镇金海岸华阳路1号3栋1单元702房，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咪姐饮食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400MA4UTMMM
XR，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鹏图电子科技（珠海）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404007436977930）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以及公章、财务专用章和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特
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监督管理中心遗失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正副本，编号：440402201712
15019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香道文化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564580
389H，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拱北华羽润珠商场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402L737271664，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常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764927666C，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区拱北街北岭社区服务站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850001598503，编号：
58100196244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文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1496T9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邰 启 武 遗 失 因 公 港 澳 通 行 证 ，号 码 为

K9032235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斗门区盈信后勤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4
WJ3RN5W，声明作废。

权威发布
收费标准：
标题90元，内容5元/字；个人证件：100元/证（50字内）。
咨询热线：0756-2611111

遗 失 声 明

个 人 证 件 遗 失 声 明

寻尸启事
l、2013年1月28日在珠海市高

栏港派出所辖区内发现无名尸块，后
经法医鉴定比对，死者身份确认，死
者 姓 名 ：黄 幸 恒 ，身 份 证 号 ：
440421194908138039，户 籍 所 在
地：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虎山村二区
318号栋。

2、2016年7月22日在珠海市高
栏港经济区鑫和码头发现无名尸块，
后经法医鉴定比对，死者身份确认，
死者姓名：刘大小，身份证号：
142128197010284534，户 籍 所 在
地：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贾庄乡化庄
村4区16号。

如有知情者，联系吴警官：
7269999。

珠海市公安局高栏港派出所

因电网设施完善施工需要，现决定于 2018 年 7

月 30 日至 9 月 30 日，封闭青松路、105 国道辅道、界

冲村团结路、立文街、新外街、105 国道辅道界冲往三

乡段等路段的人行道或非机动车道，请过往行人、非

机动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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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

通 告

珠海市香洲区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珠海市香洲毓心教育信息咨询服务中心：
申请人李秀华诉你方劳动争议一案本委已依法受理，案号为珠香

劳人仲案字〔2018〕1170号，申请人要求你方向其支付：1、2018年5月1
日至6月1日的工资2362.82元；2、经济补偿590.705元。因你方无法
联系，也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方送达仲裁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现向你方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送达期满后十个工作
日内。本案将于2018年9月28日上午9时在珠海市香洲区教育路89
号珠海市香洲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211室开庭审理，届时若你方未如
期出庭参加庭审，本委将依法缺席审理此案。另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办案规则》第四十六条第（六）项规定，珠香劳人仲案字〔2018〕1170
号案公告送达期间不计入仲裁期限。

特此公告！
联系人：刘 浩 电话：0756-2513260

珠海市香洲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年7月12日

新华社哈瓦那7月10日电
古巴政府10日宣布，将整合调整
现有私营经济活动范围，重新发
放已被暂停的部分个体经营许

可，更新私营经济管理办法，进
一步完善私营制经济运行模
式。新规将于今年12月7日正
式生效。

古巴政府当天宣布，将把现
有201个私营经济活动项目整合
调整为123个，同时扩大部分项
目经营范围。

古巴政府还将重启已于
2017年8月暂停发放的27项
个体经营许可，其中包括私营
餐厅、私营房屋出租等与旅游
业密切相关的高收入行业。

新出台的法令还将取消
“一人多证”政策，规定“一人一
证”，即允许每名私营经济从业

人员只能拥有一张私营许可
证，从事一项私营职业。

古巴官方报纸《格拉玛报》
援引古巴官员玛尔塔·费托的
话说，仅1.6％的个体经营者将
受该规定影响，需注销多余私
营许可证。

“新颁布的法令不会取消
任何现有私营活动。”费托强
调。她说，古巴将继续推动私
营经济发展，新规定旨在完善
私有经济运行模式，使私营经
济活动在合法前提下稳定有序
发展。

此外，古巴政府进一步细
化税收规定，并要求部分行业
私营经济从业人员开办银行账
户以显示所有资金动向，同时
加强监管措施，严惩违法行为。

古巴自2010年起逐步放
开私营经济。近年来，私营经济
在古巴蓬勃发展，但偷税、瞒报
收入、原材料来源不合法等非法
行为时有发生，古巴政府曾多次
叫停部分政策并进行调整。

古巴政府公布的数据显
示，截至2018年5月，私营经
济已为古巴创造超过43万个
工作岗位。

题图：7月10日，在古巴哈
瓦那，一名男子在自己的小店
里工作。 新华社/美联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
10日说，美国政府将考虑给予
少数从伊朗进口原油的国家豁
免，从而让相关企业在美方11
月恢复针对伊朗石油行业的制
裁后免受影响。

美方先前宣称不会豁免任
何违反美国制裁禁令的国家。
不清楚哪些国家将获准例外。
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方打算寻
求豁免。

蓬佩奥10日在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访问期间接受英国天

空新闻电视台阿拉伯语频道采
访。谈及“封杀”伊朗原油出口
的方案时，他说：“会有少数国
家向美国请求免受制裁。我们
将予以考虑。”

这是美国政府官员首次暗
示美方将给予豁免。

美国政府5月初退出伊朗
核问题全面协议，恢复对伊制
裁。涉及伊朗石油行业的制裁
定于11月生效，对象包括从伊
朗进口石油的外国企业。美国
国务院官员上月26日说，美方

正推动所有国家11月4日前停
止从伊朗进口石油，没有豁免。

提及给予部分国家豁免
时，蓬佩奥说：“从11月4日开
始，将有美国的制裁措施防止
伊朗原油运往其他国家。”

共同社报道，预计日本政
府会申请豁免。伊朗原油占日
本原油进口总量的5%。

国际媒体报道，一旦美国
开始实施制裁，印度、日本、韩
国、土耳其等多国企业将受影
响。 （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称将考虑“豁免”少数伊朗原油进口国

日本或将打算寻求豁免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伊

朗副总统埃沙格·贾汉吉里10日
坦言，美国制裁会对伊朗经济造成
负面影响，但伊朗将竭尽所能，“尽
可能多”地出口石油。美国妄图对
伊朗发动经济战，只会是“错误”。

2018年元旦前后，伊朗多个
城市接连爆发游行示威活动，示威
主要指向民生问题。伊朗最高领
袖哈梅内伊指出，美国和以色列是
骚乱幕后推手。

贾汉吉里说，伊朗外交部和
伊朗中央银行会采取行动保障伊
朗银行业务。

伊朗誓言竭尽所能
出口石油

10日，意大利政府拒绝一艘
载有60多名“获救”非法移民的
意大利船只入港。同一天，德国
内政部长对媒体透露德方遣返
69名移民。

这两国内政部长定于11日
在奥地利城市因斯布鲁克商讨移
民议题，12日出席欧洲联盟内政
部长会议。

意大利拒船

一艘服务地中海海上石油钻
塔的意大利商业拖船10日晚收
到“警报”信号后，到北非国家利
比亚水域“搭救”60多名试图非
法进入欧洲的移民。这片水域属
利比亚海岸巡逻队执法区域。

意大利政府10日拒绝这艘

船停泊意大利港口。基础设施与
交通部长达尼洛·托尼内利说，政
府正在调查这起事件，将“惩罚那
些制造麻烦的人”。

意大利副总理兼内政部长马
泰奥·萨尔维尼当天晚些时候说：

“我不明白为什么一艘意大利船
要进入利比亚水域，利比亚（海岸
巡逻）船只当时准备介入了。”他
说，那些威胁船员生命安全的移
民上岸后会“进监狱”。

意大利新一届政府6月1日
就任，持强硬反移民立场。萨尔
维尼主张由利比亚海岸巡逻队拦
截偷渡船，指责在地中海“救援”
非法移民的非政府组织(NGO)船
只“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充当蛇头
帮凶”。

德国驱人

德国内政部长霍斯特·泽
霍费尔10日说，本月4日自己
69岁生日当天，德国遣返69
名在德国申请庇护未获通过的
阿富汗人。

泽霍费尔告诉媒体记者：
“我69岁生日那天发生一件
事，虽然并非出自我要求，69
人被送回阿富汗，（人数）远高
于以往惯常水平。”

这69人乘飞机返回阿富
汗，其中51名由泽霍费尔的家
乡巴伐利亚州遣返。

泽霍费尔当天发布自己的
“移民总体规划”方案。他在其
中提议，德国在连接邻国的高

速公路上设立临时检查站；在
德国与奥利地接壤边界设立

“中转中心”，安置被德国拒绝
入境的非法移民，后续把这些
人遣送回他们首先登陆并递交
难民申请的欧洲国家。总理默
克尔领导的德国执政联盟先前
已否决“中转中心”提议。

许多非法移民在意大利、希
腊和西班牙登陆并提交难民申
请，再北上进入德国等富裕国家。

德新社报道，泽霍费尔11
日与萨尔维尼见面，主要目的
是试探后者对两国达成移民遣
送协议的态度。要遣送在意大
利登陆后北上德国的非法移民
回意，德方需征得意方同意。

（新华社专特稿）

意、德内政部长再亮强硬移民立场
意大利拒绝非法移民船入港 德国遣返69名阿富汗人

新华社成都7月11日电 四
川正在遭受新一轮强降雨，四川
省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日
前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其中，德阳市旌阳区、什邡市、绵
竹市、罗江县，绵阳市安州区、江
油市、北川县、平武县，广元市朝
天区、青川县等地10日20时至
11日20时为最高级别的红色预
警。这是四川今年以来首次发布
地质灾害红色预警。

四川是我国地质灾害最严重
的省份之一。目前四川全省有地

质灾害隐患点4万余处。四川把防
范地质灾害作为“生命工程”来抓，
聘用了5万余人的地质灾害专职监
测队伍，努力在灾害发生前实现

“主动避让、提前避让、预防避让”。
据了解，此次级别稍低的橙

色预警区域，包括成都的都江堰
市、彭州市、崇州市、大邑县，阿坝
的松潘县、茂县、汶川县。此外，
雅安、攀枝花等一些地方处于级
别更低的黄色预警区域。这些地
方都需要注意防范地质灾害。

专家表示，四川由于地处青
藏高原持续隆升形成的地形急变
带和活跃的地质构造带，加之“强
震后效应”、极端气候等原因，造
成地质灾害高发、频发。

新华社武汉7月11日电 根
据预报预测，未来3日,岷江、沱
江、嘉陵江和长江干流寸滩站水
位将快速增长。同时，三峡水库
预计14日将迎来6万立方米每
秒的洪峰流量。11日8时，长江
委水文局发布洪水橙色预警称洪
水影响范围主要在四川、重庆、湖
北等省市，沿岸有关单位和公众
需注意防范。

据长江委水文局介绍，根据预
见期降雨和上游水库调度情况判
断，岷江、沱江、嘉陵江出口控制站
来水将迅速增加。受上述来水影
响，长江上游干流寸滩站流量将明
显上涨，11日8时流量37400立
方米每秒，预计13日23时最高涨
至57500立方米每秒左右，洪峰水
位 183米左右，超警戒水位 2.5
米。三峡水库入库洪峰流量14日

将达60000立方米每秒左右。
近日，受强降雨影响，岷沱江

及嘉陵江上游多站发生超警、超
保或超历史洪水，嘉陵江主要水
库加大出库流量进行泄洪。四川
等省市多地出现洪涝灾害。

三峡将迎6万立方米每秒洪峰
长江委水文局发布洪水橙色预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