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迎接年度网购盛宴

电力和铁路部门“迎战”“双十一”美国加州发生枪击事件
至少13人在枪击事件中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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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李阅遗失珠海华亿投资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款

确认单（客户联）1份，流水号：20180619华发水岸
花园SK001366，金额600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金湾区元恺棋牌室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拱北亮眼睛服装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400MA4WH4LD7R，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智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财务章及开

户许可证正本，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8500144168

01，开户许可证编号：58100469846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康万成商贸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 ，核 准 号 J5850009157802，编 号 5810-
0469097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南方工贸珠海实业公司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

正本，国税粤字440401192528431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品臣眼镜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5850010016201，编号：58100362463
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金拓客货运输有限公司粤CR7412遗失

道 路 运 输 证 IC 卡 ，号 码 为 粤 交 运 管 珠 字
00280976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富太家用电器有限公司遗失发票专用章

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斗门区井岸镇日兴通讯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44040360036505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名亭野狸岛驿站商行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44040260030972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鼎丰润新能源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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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78514，已盖发票专用章，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珠海市吉大情辉中路商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4040560002252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亿洪达建材有限公司遗失增值税专用
发票 10 张，发票代码：4400182130，发票号码：
06478039-06478048，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海天驿站商行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44040260030973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同辉家庭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广东省地方

税收通用发票（电子），发票代码：244001505001，
号码：21169221、21169222、2116922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宇鸿耐火材料制品有限公司粤C21826

遗失道路运输证 IC 卡，号码为粤交运管珠字
002121244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不慎遗失《广东省财政

票据领购手册》，单位编号：250，票据号码：
20413151至204132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育颖艺术咨询中心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400MA4
WF4NW4U，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姜太良遗失博联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商铺

押金单，人民币捌佰元，声明作废。

戚日同遗失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叉车），证
号：N2-1510250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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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香洲区科技创新中心项目建设需要，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实施条例》《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办法》以及《珠海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等文
件规定，现发布通告如下：

一、为加快推进香洲区科技创新中心项目的用地
清场工作，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政府决定依法对香洲区
科技创新中心项目用地发布用地清场通告。

二、该工程位于广生小学南侧、南琴路东侧，补偿
范围为香洲区科技创新中心项目建设用地范围，具体
用地范围详见附图和现场界桩。

三、青苗及地上附着物（含临时设施）补偿参照
《珠海市征收（征用）土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办
法》（珠府〔2018〕43号）的规定执行，其中经主管执法
部门认定为违法的地上附着物不予补偿。

四、项目用地范围的各权属单位、经济组织或其
他权利人，应当在本通告发布之日起，配合属地征地
拆迁工作部门办理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登记手续
及现场测绘丈量工作，并清理场地、搬迁。逾期未办
理补偿登记手续及现场测绘丈量工作的，其补偿内容
以辖区征地拆迁工作部门的调查登记结果为准。

五、本通告发布当天，公证部门对建设项目用地
范围的地貌、涉及的地上青苗及附着物的现状进行实
景录像和拍照取证，所得结果作为计算登记补偿的依
据。

六、自通告发布之日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
意改变原地貌，所进行的新栽新种、新搭建和新添附
其他一切地上青苗及附着物等，一概不作任何补偿，
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由该地上种养的单位或个人自行
承担。

七、自通告发布之日起一个月内不配合征地拆迁
工作部门办理地上青苗及附着物的清点、测量登记及
补偿等工作，不清理场地、搬迁的，根据《珠海经济特
区土地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由属地政府组织清理

场地，其青苗及地上附着物不予补偿，因此而造成的
经济损失由该地上种养的单位或个人自行承担。

八、项目建设用地范围、位置、坐标，任何单位和
个人均可自通告发布之日起7日内到珠海市香洲区
南屏镇人民政府、珠海市香洲区征地和城市房屋拆迁
管理办公室、珠海市国土资源局香洲分局任一单位查
询，联系方式如下：

（一）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人民政府，地址：珠海
市香洲区南屏镇坪岚路 13 号，联系电话：0756-
8672063。

（二）珠海市香洲区征地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
公室，地址: 珠海市香洲区教育路青春一街1号，联
系电话: 0756-2617736。

（三）珠海市国土资源局香洲分局，地址:珠海市
香洲区南屏镇坪岚路 4 号，联系电话：0756-
8813123。

特此通告。
附件：香洲区科技创新中心项目用地范围图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政府
2018年11月9日

用 地 清 场 通 告 珠香府通告〔2018〕15号

新华社洛杉矶11月 8日电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文图拉县
警方8日凌晨说，7日晚发生在该
县的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和
一名警官在内至少13人死亡，另
有至少10人受伤。

文图拉县警方官员说，当地
时间7日晚11时20分左右，一名
枪手进入该县绍森欧克斯市的一
家酒吧，投掷烟幕弹并向人群开
枪射击。大批警员迅速赶到现场

并与嫌犯交火，一名有29年警龄
的警员罗恩·黑卢斯身中数枪不
治身亡。

该名枪手随后在与警方交火
中死亡。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
和动机等信息。

有目击者表示，事发时酒吧
内有数百人，很多是附近大学的
学生。枪手开枪后，很多人仓皇
逃出，还有人躲在洗手间等地
方。

从酒吧中逃出的亲历者玛迪
逊·卡明斯告诉新华社记者，她当
时正和几个朋友在酒吧里，枪手

留着胡子，黑色短发，身穿黑
衣，手持一把黑色手枪开始射
击。“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有
人开玩笑，因为音乐并没有停
下来。但是我随后发现他真在
开枪射击，我们完全崩溃了，慌
忙俯身躲避。”

卡明斯说：“当枪手继续移
动，从我的视野中消失的时候，
我急忙站起来从门口冲了出
来。我的室友跟着我一起逃了
出来。”

绍森欧克斯市位于洛杉矶
市区以西约65公里。

11月8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绍森欧克斯，人们在枪击事件发生后互相安慰。新华社发

新华社首尔11月8日电 韩
国国防部8日发表声明说，韩朝
双方军事部门已达成协议，将各
自保留非军事区内的一处警备哨
所不拆除。

声明说，从本月1日开始进行
的非军事区内的警备哨所示范性
撤除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韩朝
双方一致认为，其中一部分警备哨
所有继续保存价值，双方将各自选
择一处哨所为保留对象，撤出该哨
所的兵力和武器装备，保存该设施

的原有形态不予以破坏。
根据声明，韩国方面选择保

留距离半岛东部海岸最近的哨
所，也是1953年签署朝鲜战争停
战协定后建成的首个哨所。韩国
国防部表示，选择保留该哨所的
原因一方面是考虑其具有的历史
象征意义，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今
后可将其用于和平事业。朝鲜方
面则选择保留位于中间地带的一
处哨所。

韩方还表示，韩朝军事部门

将继续进行相互确认和管理，
确保保留的哨所设施不被用于
军事目的。

10月26日，韩朝在板门店
朝方一侧的“统一阁”举行将军
级军事会谈，商定撤出边境附
近非军事区内11个警备哨所
的人员与装备，并于11月底前
完全撤除这些哨所，双方将在
12月通过相互检验，最终确认
相关撤离措施于年底前全部完
成。

韩朝双方军事部门已达成协议

各自保留非军事区内一处警备哨所

据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双十一”即将到来。为迎接好这
场年度网购盛宴，电力和铁路部门
提前筹划、积极准备，确保电力运
行和电商黄金周运输安全有序。

为了确保“双十一”期间可靠
供电，国网浙江松阳供电公司对辖
区内“淘宝村”及网商集聚区等附近

的电力线路展开巡视，排除隐患，力
保商家全力以赴应对网购高峰。

国网浙江海盐供电公司提
前走访当地企业，了解用电需
求。在该公司的指导下，浙江万
好食品有限公司对企业用电设
备展开精细“体检”。万好公司
总经理马春峰表示，稳定的电力
供应帮助企业足量备货，应对好
购物高峰。去年公司“双十一”
销售额超过800万人民币，今年

有望创下新高。
为了应对网购运输高峰，铁

路部门也“铆足了劲”。自11月
11日至20日，全国铁路部门将
充分发挥高铁成网优势，积极投
身电商黄金周运输。

此外，对速度快、运行稳、品
质优，市场反应良好的“高铁极速
达”产品，铁路部门还将完成第
11次扩网，开通运营线路将达到
431条，覆盖58个大中城市。

据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美国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联席主席比尔·盖茨日前表示，
在中国很多领域实现快速发展，
涌现出大量创新。“如果说哪个
经济体的数字化发展最先进，那
一定是中国。”

盖茨对媒体说，数字支付在
中国遍地开花，大家已经习以为
常。盖茨基金会也在帮助贫困国

家发展数字金融，相信未来其他
国家也会慢慢实现数字化变革。

从上海的进博会马不停蹄赶
到北京，盖茨不仅没有流露出丝
毫疲态，反而很有兴致：“每次到
上海和北京我都会对如此之快的
现代化步伐感到惊叹！”在他看
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清
晰传递出什么是对中国和世界最
有利的做法。中国正积极改善市

场环境，包括鼓励竞争、吸引外资
等。进博会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它将推动外资更直接、更便利地
参与到中国相关领域的竞争中。

自上世纪90年代首次到访
中国以来，盖茨早已成为中国常
客。作为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
他的此次中国之行主要致力于
与合作伙伴共同探讨并推动全
球健康和发展领域的重要议题。

比尔·盖茨表示

中国数字化发展已领先世界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记
者8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
经国务院同意，工信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科技部、公安部、交通
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
《关于加强低速电动车管理的通
知》，将在全国范围开展低速电
动车清理整顿工作，计划持续加
强低速电动车规范管理的同时，
严禁新增低速电动车产能。

据了解，低速电动车主要指
行驶速度低、续驶里程短，电池、

电机等关键部件技术水平较低，
用于载客或载货的三轮、四轮电
动机动车，包括老年代步车等。

近年来，我国低速电动车生
产和市场规模无序扩张，生产企
业数量已超过百家，产销规模超
百万辆。据相关部门2017年统
计，近五年我国发生低速电动车
交通事故83万起，造成1.8万人
死亡、18.6万人受伤，由低速电
动车引发的事故数量和死亡人
数逐年增长，近三年年均分别增

长23.3%和30.9%。
通知明确将开展三方面工

作：一是分阶段开展低速电动车
生产销售企业清理整顿工作，依
法采取综合措施清理不达标生
产企业和产品；二是停止制定发
布鼓励低速电动车发展相关政
策，严禁新增低速电动车产能；
三是通过置换、回购、鼓励报废
等方式加速淘汰违规低速电动
车在用产品，建立长效监管机
制。

我国开展低速电动车清理整顿工作

严禁新增低速电动车产能

据新华社奥斯陆11月 8日
电 据挪威媒体8日报道，一艘挪
威军舰和一艘在马耳他注册的希
腊油轮当天凌晨在挪威西海岸附
近相撞，造成军舰上8人受伤。

报道称，撞船事件发生在挪
威西部城市卑尔根西北约50公
里的斯图雷油港附近海域，当时
挪威海军“黑尔格·英斯塔”号护
卫舰上有137人，“Sola TS”号
油轮上有23人。

据挪威救援部门公布的消
息，相撞造成护卫舰大量进水，舰
上全体人员被迫撤离。目前该舰
已被拖到岸边，救援人员正在极
力抢修以免其沉没。油轮只受到
轻微损伤，暂时没有原油泄漏的

报告。
目前还不清楚军舰和油轮发

生相撞的原因，斯图雷油港已
暂时关闭。

挪威军舰与希腊油轮相撞
造成军舰上8人受伤

这是11月8日在挪威厄于加伦拍摄的受损军舰。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