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总统称打算中期选举后会晤金正恩

特朗普说已有三四个备选地张衡地动仪走出统编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10日正式回应：并没有这回事

珠海特报APP 责任编辑：李有财 美编：邱耀升 校对：陈福生 08中国·国际2018年10月11日 星期四

吉大景山路 216 号一楼临街
44M2旺铺招租，该铺位于免税商场
右侧，交通便利，价格面议。联系
人：李生18926903080。

招 租

注销声明
珠海嘉原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注册号：440400000145410，公
司自 2018 年 9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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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珠海市云友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发票专用章一

枚（章号44040170778773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五诚创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遗失发票专
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鸣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银行

开 户 许 可证，核准号 J5850006977601，编号
58100197911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现有李建华，（身份证号码：42010219561209

1732）因不慎遗失《珠海市三灶管理区兴建居民新
村集资协议书》，号码：0001464，对应的收款收据
第二联（号码：0064768）、配套费的收款收据第二联
（号码：0000956）的原件。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金湾区揭惠商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4040460016864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岐关车路有限公司粤ZAM69澳遗失道路运输

证IC卡，号码为粤交运珠字002199505号，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广东省拱北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粤C25151

遗失道路运输证 IC 卡，号码为粤交运珠字
002419785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俊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遗失收款收据

四份，NO：0006687-0006690，已盖财务章，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潮镕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斗门区家诚汽车服务中心遗失营业执
照副本及发票专用章一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400MA51A25M9Y，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汉盈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已填开广东增值

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发票联）1 份，发票代码：
4400162160，发票号码 00409587，金额：48665
元，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深远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4WD
7F5X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天翊劳务派遣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5850007572003，编号：5810-
0393657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得一有限公司珠海一中分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正本，编号：JY24404020013014，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粤珠渔运71008船（船舶所有人:冼容森，渔船

编 码:4404051988062002）遗 失 检 验 证 书:
440400A170271；国籍证书:（粤珠）船登（籍）
（2012）FZ-100030号；所有权证书:（粤珠）船登
（权）（2012）FZ-100030号；辅助船许可证:（粤珠）
船捕（2014）FZ-100029号；渔业船舶航行签证簿
（粤珠渔运7100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横琴壹起种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吉大蔺想全按摩中心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400MA4WN9TP2H，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南屏均昌船厂遗失《建设用地批准书》

编号：珠海市[2013]准（香洲）字第004号和《珠海市
建设用地计费情况记录卡》编号：珠海市[2013]准
（香洲）字第004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湘人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遗失银行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850000055203，编号：
58100307231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拱北卡秀服装专卖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40404300149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恒大海泉湾置业有限公司遗失已填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发票联）1份，发票代码：
4400173130，号码：34876682，已盖发票专用章，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拱北雄伟熟食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4040560001861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元合家具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
作废。

吴非遗失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信息学院学
生证，证号：150104103830，声明作废。

吴晓艺遗失护士资格证，护理学初级（士），
2015年度考试，2015年5月16日批准，声明作废。

班定武遗失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起重维保），
证号：450703199302152133，声明作废。

黄德山遗失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起重维保），
证号：4409231987091123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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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0 日电
近日，网上有讨论称，2017年投
入使用的统编教材中，关于张衡
和地动仪的内容被删除。对此，
人民教育出版社10日正式回应
表示，统编教材中对张衡及其发
明的地动仪有专门介绍。

人教社指出，统编历史教材

七年级上册“两汉科技与文化”一
课中专门设计了活动，具体内容
及要求如下：“东汉张衡发明创制
出世界最早的地震仪器地动仪。
但是，这个地动仪早已毁损失
传。后来，人们根据《后汉书》的
记载，结合自己的研究，作出了各
不相同的地动仪复原模型。请搜
集不同的复原模型，并尝试理解
这件古老的验震器的设计原理。”

人教社表示，希望通过这些
要求，引导学生以实践探索的方

式，更好地了解张衡及地动仪
的相关知识，体会中国古人的
智慧，增强民族自豪感，提升学
生综合素质。

据介绍，统编小学道德与
法治教材五年级上册设置“古
代科技 耀我中华”一课，介绍
了中国古代科技巨人及科技成
就。其中，专门讲述了张衡的
故事：“张衡生活的时代，频繁
的地震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
严重损失。张衡决心制作一架

能测定地震的仪器，以便及时
掌握全国各地地震情况。经过
孜孜不倦研究，张衡终于研制
出了世界上第一架测定地震方
向的地动仪。”

教材中同时设计学习活
动，引导学生追求真理，献身科
技，提出“要像张衡一样，善于
观察，善于思考，做一个有心
人。”教材中还设置相关栏目，
介绍国际上用张衡、祖冲之的
名字命名了月球上的环形山。

新华社合肥 10 月 10 日电
多种慢性肝病会发展成肝纤维
化，甚至进一步恶化为肝硬化或
肝癌。近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梁高林、廉哲雄教授课题组合作
研究，发现了一种增强抗肝纤维
化治疗效果的“智能疗法”，并在
动物实验中得到验证。国际学术
期刊《美国化学会·纳米》日前发
表了该成果。

抗炎疗法是目前治疗肝纤
维化的标准方法之一，但缺少能
够有效控制抗炎药物比如地塞
米松的自组装或缓慢释放的智
能疗法。近期，梁高林教授课题
组设计了一种新型成胶因子前
体，同时提出了一种新的串联酶
控自组装和缓慢释放地塞米松
的策略。

他们与廉哲雄教授课题组合
作发现，采用这种“智能疗法”的
前体药物相比游离的地塞米松，
在动物体内外实验中均展现出更
强的抗肝脏纤维化效应。

我国学者发现“智能疗法”

能增强抗肝纤维化疗效

新华社兰州 10 月 10 日
电 记者10日从甘肃省扶贫开
发办公室了解到，甘肃省两当
县、临夏市等18个县市区退出
贫困县序列，这是甘肃省第一
次实现贫困县数量的净减少。

根据相关规定，经县级申
请、市级初审、省级评估、社会
公示和国家专项评估检查，皋

兰县、崆峒区、正宁县、两当县、
临夏市、合作市等6个片区贫
困县符合贫困县退出条件。同
时，经甘肃省脱贫攻坚领导小
组会议审定，七里河区、凉州
区、民勤县、永昌县、瓜州县、甘
州区、高台县、山丹县、民乐县、
肃南县、西峰区、白银区等12
个插花型贫困县区符合贫困县

退出条件。
甘肃省扶贫办主任任燕顺

说，按照贫困县退出有关规定，
两当县、临夏市等18个县市区
实现脱贫摘帽，退出贫困县序
列。“这是国家设定贫困县以来，
甘肃省首次实现贫困县数量的
净减少，也为今后甘肃其他贫困
县有序规范退出积累了经验。”

全省18个县市区退出贫困县序列

甘肃首次实现贫困县数量净减少

记者 10 月 9 日从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当雄
县获悉，因大雪滞留在纳木错景区的 200 多名
游客已全部安全撤离，数千头（只）牛羊开始迁
移到低海拔地区，拉萨到纳木错景区的道路恢
复通车。

10月4日，纳木错景区开始飘起雪花。从7
日晚上开始，降雪开始增强，积雪厚度达 50 厘
米，最高厚度达70厘米。图为当雄县干部群众
在那根拉山口为道路除雪（10月9日摄）。

新华社发

想去西藏旅游的朋友可以放宽心了
纳木错景区除雪保通工作顺利进行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9
日说，他打算11月6日美国国会
中期选举结束后与朝鲜最高领导
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会晤。按特
朗普的说法，美朝双方正在磋商
会晤地点，已有三四个备选地。

谈时间

特朗普 9日乘坐总统专机
“空军一号”前往艾奥瓦州参加一
场集会。他在专机上告诉媒体记
者，他正忙于11月6日举行的美
国国会中期选举，与金正恩第二
次会晤将在选举结束后。

特朗普说：“会晤时间将在中
期选举后，现在我不能离开。”

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告诉
媒体记者，国务卿迈克·蓬佩奥上
周末访问朝鲜期间与金正恩“谈
得不错”，美朝正在磋商双方领导
人第二次会晤。

蓬佩奥9日下午前往白宫，
与媒体记者简短沟通时给出类似
说法。他说：“虽然前路漫长，有
许多工作要做，但我们现在看到
通往最终目标的道路。这一目标
就是朝鲜完全、最终可验证的弃
核。”

前一天，蓬佩奥披露，美朝就
领导人第二次会晤的细节已“非
常接近”达成一致。

特朗普和金正恩6月12日
在新加坡首次会晤并发表联合声
明，承诺努力建立朝美新关系、构
建朝鲜半岛持久稳定和平机制。

谈地点

特朗普9日对美朝磋商取得
的进展显现乐观情绪。他在白宫
椭圆形办公室告诉媒体记者：“我
们与金委员长关系非常好。我喜
欢他，他喜欢我，我们关系不错。”

按特朗普的说法，就他与金
正恩第二次会晤，美朝正在考虑
三四个备选地点。只是，他没有
列出备选地点：“我们正在讨论三
四个不同的地方，会晤时间不会
太远。”

外界推测，备选地点可能包
括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瑞士日内
瓦或是位于朝鲜半岛非军事区的
板门店。

特朗普暗示，这次会晤不会
在首次会晤地点新加坡。他说：

“新加坡是个好地方，但我们这次
可能选一个不同的地方。”

记者问及位于美国佛罗里达
州的海湖庄园是否会列入备选地
时，特朗普回答：“我认为不错，但
我们得看情况。（新华社专特稿）

10 月 9 日，在土耳其伊斯坦
布尔，抗议者举着“失踪”记者贾
迈勒·卡舒吉的照片在沙特驻伊
斯坦布尔领事馆门口示威。

土耳其方面 9 日表示，将搜
查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以

调查沙特籍记者贾迈勒·卡舒吉
“失踪”一事。记者“失踪”事件持
续发酵，折射出土耳其与沙特两
国间由来已久的矛盾，以及为争
夺地区影响力而产生的利益冲
突。 新华社/法新

记者“失踪”引发外交争执

土耳其与沙特博弈或升级

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

珠海市饮用水水源地环保专项行动督查组交办问题办理情况

（督查组交办问题整改方案公开网址：http://www.zhuhai.gov.cn/xw/ztjj_44490/shuiyuan/）

序号

1

所在地

香洲区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检查发现，珠海大桥穿越珠海市香洲区

广昌泵站二级保护区，未建设事故导流

槽和应急池等污染防护设施，未单独编

制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督办要求

公路局加强穿越饮用水源保护区交通线路的风

险防范，按《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环

境保护技术要求》（HJ773-2015），于2018年

10月底前完成珠海大桥事故导流槽和应急池

等设施建设，编制应急预案。

具体整改措施

完成珠海大桥事故导流槽和应急

池等设施建设，编制应急预案。

责任

部门

市公

路局

计划完成

时间

2018年

10月

底前

是否完

成整治

否

整治工作进展

1.应急池建设：东侧应急池主体浇筑砼已全部完成。西侧应急

池正在进行主体墙身钢筋绑扎和模板制安。

2.导流槽建设：桥面开孔定位标示已经完成，桥面开孔已经完

成3400个。计划主线管道和吊挂件9日夜间开始进场安装。

3.应急预案已编制完成初稿，已通过局内部审核，正在征求各

职能部门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