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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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市公安边防支队周捷遗失警官证，证号：
公现役字第0859582号，声明作废。

李元龙遗失电梯维修操作证，证号：41042519
8902143011，声明作废。

余达成遗失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证，号码：
201644110122703020000000MAC声明作废。

聂琬璐遗失人民警察证，警号：084343，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金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已填开广

东省地方税收电子通用发票一张：发票代码

244041307990，发票号码08635936，已盖发票专
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芒果印象餐饮文化有限公司遗失未填

开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二联）1份，发票代码
4400152320，发票号码08927999，已盖发票专用
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美信电器服务中心遗失税控盘，编

号：49993647287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斗门区井岸镇明琪服饰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44040360030003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斗门区军仪电器商行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400MA4UPHA839，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常顺物业代理部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40402307947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葵遗失因公往来港澳通行证一本，证号：

K9048112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秦川牛北方风味馆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4040260000910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顺君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4040000000874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金鼎杰艺苗圃场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
册号44040760005842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安晨营养健康咨询中心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400MA4UJ1JH85，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横琴新区瑞融鼎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科华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
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名品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发票章，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斗门区井岸幸运珍珠奶茶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440421300664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飞越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遗失岐关车

路有限公司租铺押金收据一张，金额：人民币壹万
元正，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世华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遗失已盖章房

屋出租托管合同壹份，编号：ZHSH-ZT1801625，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金湾区米昕服装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44040460011932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非居房地产策划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领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失彭志

闻因公往来港澳通行证，证号：K90662799，声明
作废。

遗 失 声 明

个 人 证 件 遗 失 声 明

讣 告
交通银行珠海分行首任行长林崇铣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8年12月2日下午16时25分在珠海逝世，享年82岁。兹定

于2018年12月9日（星期天）上午9时，于珠海市殡仪馆华山厅

举行告别仪式。

林崇铣同志生前同事、好友如需前往吊唁，可联系其亲属林

先生，联系电话：15017978011。

特此讣告

交通银行珠海分行

2018年12月6日

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
索赔登记公告

2018 年 11 月 12 日，珠海市和丰环保服务有限公司向中国船舶油污

损害理赔事务中心（简称“中心”）提交索赔申请，称：2013 年 8 月 14 日，

夏天海运有限公司（Summer Maritime Limited）所属的香港籍散货船

“夏长”（Trans Summer）轮在广东省珠海小万山岛附近海域发生沉没溢

油事故，申请人因此遭受油污损害。

中心已依法受理索赔申请，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凡与本次溢油事故有关的油污受害人，欲申请船舶油污损害赔

偿基金赔偿、补偿的，应自本公告最后一次发布之次日起三十日内向中

心办理索赔登记。

二、油污受害人逾期不登记的，将可能承担索赔不利的后果。

中心地址：上海市虹口区霍山路 150号 8楼

电话：021-65663198、021-65663093

联系人：帅月新、廖兵兵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油污损害理赔事务中心
2018年12月6日

通 告
因金湾区红旗镇部分道路改造施工需要，现决

定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至 2019 年 12 月 7 日，封闭金荷

路、顺达路、番怡北路部分机动车道，预留车道供车

辆通行。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8年12月5日

新华社南宁12月 5日
电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
长刘东生5日表示，我国将
以建设森林乡村为载体，持
续加大乡村绿化美化力度，
努力打造生态宜居的美丽乡
村。到2020年，全国乡村绿
化覆盖率达到30%，建成2
万个国家森林乡村。

刘东生是5日在广西桂
林市召开的全国乡村绿化美
化现场会上作上述表示的。

刘东生介绍，党的十八
大以来，各地开展各具特色
的乡村绿化美化行动，村容

村貌有了较大提升，乡村生态
环境得到较大改善。据不完全
统计，“十二五”期间，全国完成
乡村绿化面积1382.6万公顷，
绿化道路163.7万公里、沟渠
78.4 万 公 里 ，“ 四 旁 ”植 树
461.69 亿株，完成森林抚育
4086万公顷。“十三五”以来，
全国乡村绿化美化工作持续推
进，为全面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奠定良好生态基础。

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
21.66%，生态资源稀缺、生态
系统退化、缺林少绿仍是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短板。

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还有
不少“无树村”“无树户”，“风
起一片沙、雨下一地泥”现象
在一些地区不同程度存在，
加快实施乡村绿化美化迫在
眉睫。

刘东生表示，加快推进乡
村绿化美化要遵循乡村发展规
律，大力保护乡村生态资源，持
续加强公共空间、庭院绿化美
化，不断强化道路水系、农田防
护林体系建设，动员广大干部
群众积极参与，共建共享绿色
生态家园，让广大乡村绿起来、
美起来、富起来。

我国积极推进乡村绿化美化

到后年拟建成2万个国家森林乡村

据新华社电 美国夏威夷州
一家联邦地区法院4日就一名美
军士兵涉嫌“向‘伊斯兰国’提供
物质支持”作出判决，根据被告与
检方达成的认罪协议，判处被告
25年监禁，外加出狱后至少20
年“监外看管”。

被告名为伊皆嘉·埃里克·康
（音译），现年35岁，是美国陆军
驻夏威夷一名中士。他今年8月
与联邦检察官达成认罪协议，承
认4项涉恐罪名。美国联邦地区
法官苏珊·尾木·莫尔韦在4日听
证会上接受检方提出的25年监
禁量刑建议。

美国司法部提供的检方证据
显示，被告发表同情“伊斯兰国”
言论可追溯至2016年初，他经常
在网上观看这个组织的宣传视
频，表达加入组织的愿望，还曾描
述打算在檀香山圣诞节游行之类
公众集会上发起暴力袭击、谋划
在自己部队军营发动自杀式袭击

的细节。
检方说，联邦调查局特工假扮

“伊斯兰国”成员接触被告，双方见
面后，被告向对方提供机密资料、
一台小型航拍机、军用服饰和设
备，录制一份时长两小时的作战技
巧训练视频，教对方应付美军。

在由特工假扮的“‘伊斯兰
国’高官”主持的一场仪式中，被
告向“伊斯兰国”宣誓效忠，随即
被捕。

联邦调查局檀香山分局负责
人肖恩·考尔说，这是夏威夷州第
一起涉及“物质支恐”指控的有罪
判决，“提醒我们，这类犯罪无处
不在”，哪怕在远离美国大陆的夏
威夷。

据当地媒体报道，康在童年
时饱受家庭暴力，父亲有精神疾
病。康的前上级托马斯·马亚说，
就工作表现而言，康堪称“模范士
兵”，但有一些异常举动，如连续
几小时盯着一面墙、自称想听“血
液流动”的声音，显示他有精神健
康问题，假如及时得到治疗，不会
受特工假扮的恐怖分子迷惑。

“向‘伊斯兰国’提供物质支持”

美国大兵获刑25年

新华社北京 12 月 5 日电
记者5日获悉，为促进高校毕业
生就业创业，教育部下发关于
做好2019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
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
明确19项具体举措，帮助高校
毕业生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

业。
教育部提出，拓宽就业领

域，着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多渠道
就业。其中包括，引导毕业生到
基层就业，落实基层就业学费补
偿贷款代偿、考研加分等优惠政
策；促进毕业生到中小微企业就
业，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落实小微
企业吸纳毕业生的社保补贴、培
训补贴、降税减费等优惠政策；

服务国家战略开拓就业岗位，
围绕“一带一路”建设、雄安新
区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海南自贸试
验区建设等，引导毕业生到重
点地区、重大工程、重大项目、
重要领域就业；拓展新兴业态
就业空间；继续做好大学生征
兵工作；支持大学生到国际组
织实习任职等。

在推动双创升级，着力促
进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方
面，教育部提出，全面深化高
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落实
完善创新创业优惠政策，加
大创新创业场地和资金扶持
力度，加强创业指导与服务
等。此外，教育部还就强化
服务保障和组织领导等提出
了具体要求。

教育部明确19项举措

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据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中
国南方航空公司 4 日表示，将于
2019年1月1日起，在其实际承运的
国内航班上推行电子化的预选座位
和无纸化登机服务。

南航表示，届时南航旅客在购
票后即可通过南航官方网站、手机
APP以及微信小程序等官方电子渠
道进行座位预选，抵达机场后即可
前往安检柜台安检和登机。

在支持电子登机牌的机场，乘
客可在航班起飞前通过以上方式获
取电子登机牌，并凭电子登机牌直
接通过安检和登机。南航将对航班
起飞前4小时未选座的旅客预选座
位，并办理网上值机手续。

南航将全面推行
“电子化”预选座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