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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初巴黎警察总部持刀伤人事件被证实为内部极端者所为

法国警察内部凸显极端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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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人 证 件 遗 失 声 明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区小粥鲜快餐店遗失营业
执 照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440400MA523PJJ9R，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斗门区井岸真建商行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400MA4

WQGJL1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微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发票
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才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遗失

新车合格证,合格证号:WCN042019004109,
底盘号:LF0HHCS4XJ0066553,发动机
号:32128763，颜色:骐铃蓝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邓志益遗失九龙汇文创中心2栋230

房定金收据编号012584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 海 市 唐 家 心 怡 味 美 食 店 遗 失
营 业 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400MA4UHMM20N，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乌泷奶茶店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拾天咖啡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 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MA4UJ9W11L及公章一枚，声
明作废。

马 忠 廷 遗 失 身 份 证 ，证 号 ：
330724197311190532，声明作废。

王少红遗失电梯安全管理员证，编号：
432426196506052874，声明作废。

收费标准：标题100元，内容6元/字；
个人证件：100元/证（50字内）。

咨询热线：0756-2611111

权威发布

遗 失 声 明

通 告
因检测隧道需要，现决定对板樟山隧道、凤凰山隧道

实施以下交通管制：

一、2019 年 10 月 10 日至 10 月 17 日每日 0:00 至 6:00，

封闭凤凰山隧道一条机动车道。

二、2019 年 10 月 18 日至 10 月 25 日每日 0:00 至 6:00，

封闭板樟山隧道一条机动车道。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9年10月8日

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法国
内政部长克里斯托夫·卡斯塔内7
日证实，3日发生在首都巴黎警察
总部的持刀伤人事件说明警察自身
安全保障出现漏洞。他要求警方今
后一旦发现成员有极端倾向，必须
立即报告。

无人举报

卡斯塔内告诉法国公共电台，持

刀伤人凶手米卡埃尔·阿尔蓬曾经在同
事面前试图为2015年针对巴黎《查理
周刊》杂志社的恐怖袭击“正名”，但当
时没有任何人举报阿尔蓬思想极端。

阿尔蓬现年45岁，是电脑专家，
2003年成为警察，供职部门分管收集
关联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的信息。他3
日在巴黎警察总部刺杀3名警官和1
名行政人员，随后遭击毙。法国检察
机关反恐部门5日认定，阿尔蓬受极
端主义思想影响，可能与一些宗教极
端主义组织成员有联系。

卡斯塔内说，阿尔蓬3日行凶以

前，没有任何举报显示他有极端主
义思想，“没有人在合适的时间向合
适的人举报……那些警示信号原本
足以启动一次彻底调查”。

亡羊补牢

法新社报道，法国警察2015年
以来经常成为“伊斯兰国”等宗教极
端主义组织攻击的目标。

卡斯塔内说，他要求警方“把网
织密”，今后一旦发现成员可能受极
端主义思想影响，必须立即上报，管
理层必须了解情况。“我要求立即举

报任何可能拉响警报的迹象。”
他说，暂时没有发现警察内部有

人合伙掩盖阿尔蓬的极端主义倾向。
卡斯塔内已经接受法国国民议

会情报委员会质询。这一委员会的
主席克里斯蒂安·康邦6日说：“我
们想要找出有哪些不足。”

卡斯塔内定于10日接受另一
个议会委员会质询。那个委员会分
管监督政府，说将调查是什么情形
导致袭击在警察总部内发生，同时
将审视政府在发现内部人士极端化
倾向方面采取哪些措施。

一辆失窃卡车7日在德国西部
黑森州林堡市街头冲撞其他车辆，驾
驶卡车的男子等17人受伤。警方没
有排除发生恐怖袭击的可能性。

事发当地时间大约 17 时 20
分，现场邻近交通信号灯，8辆轿车

遭撞击后变形，一些人因而在车内无
法脱身。拖车拉开相互挤压的车辆，
救援人员帮助车内人员脱身，送多名
伤员去医院。

黑森州警方一名发言人说，一人
“伤势严重、状况危急”。

驾驶这辆卡车的男子受轻伤，
遭警方逮捕。德国《法兰克福新报》
援引卡车司机的叙述报道，一名男
子把他拖出驾驶室，开走卡车。

警方封锁现场，调查卡车冲撞事
件是交通事故还是恐怖袭击。警方

发言人说，“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
一名恐怖分子2016年12月19

日抢劫一辆卡车并驾车在德国首都柏
林冲撞圣诞集市人群，致使12人丧
生、数十人受伤。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宣称发动袭击。 （新华社微特稿)

失窃卡车德国街头横冲直撞致17人受伤

1977年8月，邓小平主持召开
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重启关闭
10年之久高考之门的序幕，就在这
次会议上拉开了。

座谈会上，一些高校代表说，不
是没有合格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
行招生制度招不到合格人才。发言
引起邓小平高度重视，他果断决定，
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就从今年开始。

邓小平在有关高等学校招收新
生文件的送审稿中，对高考招生的
政审条件作了大段删改。他明确指
出：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
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教育部制

定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
作的意见》。当年10月，这一意见
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并
得到国务院批准。10月22日，《人
民日报》刊登报道，向全国人民正式
公布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

1977年冬天，570万年龄参差
不齐的青年走进了高考考场。这次
考试规模之大，不仅创造了中国教育
史上的最高纪录，亦堪称世界之最。

1978年春天，27.3万名高考制
度恢复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踏进了大
学校园。

高等学校招生进行严格考试，
实现公平竞争，择优录取。录取工
作重在本人表现，上大学可以不受
家庭问题的牵连。新制度受到全国
人民的热烈拥护。中国重新开启高
考之门，预示着一个尊重知识、尊重
人才的时代的来临！

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重启高考之门

10月7日，在奥地利维也纳，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左）和奥地利前总理、人民党领导人库尔茨握手。奥地利
总统范德贝伦7日授予前总理、人民党领导人库尔茨组阁权，库尔茨将着手组建新一届政府。 新华社/路透

奥地利组建新政府 库尔茨回来了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
受贪腐指认的闭门听证会7日结
束，是否提起公诉后续将由总检察
长曼德尔卜利特决定。

内塔尼亚胡本人没有出席为期
4天的听证会。他的代理律师约
西·阿什克纳齐告诉媒体记者：“听
证会今晚结束……我方陈述所有论

据，依逻辑推理，可以确认（针对当
事人的）所有控告须予撤销。”

内塔尼亚胡受到 3项贪腐指
认，其中之一是涉嫌向以色列一家
电信运营商提供政策优惠，换取对
方旗下一家新闻网站发布对他有利
的报道。内塔尼亚胡否认全部涉腐
指认，声称对他的调查是“政治迫

害”。他要求现场直播听证会，因为
他“无可隐瞒”。但是，总检察长曼
德尔卜利特拒绝公开听证会，因为
听证会以说服司法当局、而不是公
众为目的。

就是否提起诉讼，曼德尔卜利
特预期几周后作出决定。

（新华社微特稿)

内塔尼亚胡“涉贪”听证会结束

以色列总理要求直播听证会遭拒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0月8日
电 瑞典皇家科学院8日宣布，将
20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三名科
学家。来自美国的詹姆斯·皮布尔斯
因宇宙学相关研究获奖，来自瑞士的
米歇尔·马约尔和迪迪埃·奎洛兹因
首次发现太阳系外行星获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戈
兰·汉松当天在皇家科学院会议厅
公布了获奖者名单及主要成就。汉
松说，今年的获奖研究为“我们理解
宇宙演化和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作

出了贡献”。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新闻公报中

说，皮布尔斯对宇宙学的洞见丰富
了整个领域的研究，他的理论框架
自上世纪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成
为当代宇宙学的基础。利用皮布尔
斯的理论可以推算出，宇宙中95%
都是神秘的暗物质和暗能量。

皮布尔斯在发布会的电话连线
采访中说，他是与各国专注该领域的
科学家一起工作才获得灵感并取得
成果，这是“科研团队的共同贡献”。

马约尔和奎洛兹1995年宣布
首次在太阳系外发现一颗行星，它
围绕银河系飞马座中一颗类似太阳
的恒星运转。这个发现引发了一场
天文学革命，此后科学家在银河系
中又发现了逾4000颗行星。

根据新闻公报，皮布尔斯1935
年出生于加拿大，就职于美国普林
斯顿大学；马约尔1942年生于瑞
士，就职于瑞士日内瓦大学；奎洛兹
1966年出生，就职于瑞士日内瓦大
学和英国剑桥大学。

三名科学家分享诺贝尔物理学奖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行星观测
中心7日宣布，新发现20颗土星卫
星。土星已知卫星因而增至82颗，
成为太阳系卫星最多的行星。

美国卡内基科学学会天文学家
今年夏天利用位于夏威夷的天文望
远镜观测到这20颗土星卫星。这
项发现以前，木星是太阳系卫星最
多的行星，共有79颗卫星。美联社
援引参与研究的天文学家斯科特·
谢波德的话报道：“土星才是真正的

‘卫星之王’。”
不过，木星仍然拥有太阳系最

大的卫星，即木卫三伽尼墨得斯。
这颗卫星相当于半个地球那么大。
相比之下，新发现的20颗土星卫星
只能算小不点儿，每颗直径不到5
公里。谢波德说：“这些卫星是形成
行星物质的残余物，研究它们有助
我们了解行星的构成。”

他说，天文学家已经观测到几
乎所有直径小至5公里的土星卫星
和直径小至1.6公里的木星卫星；
估计还有大约100颗更小的卫星环
绕土星，但需要今后更强大的天文
望远镜才能发现。

新发现的土星卫星中，有17颗
逆行卫星，即公转方向与土星自转
方向相反，另外3颗是顺行卫星。
它们距离土星遥远，需2至3年时
间才能绕土星公转一周。这批土星
卫星尚未命名。 （新华社微特稿)

天文学家新发现
20颗土星卫星

代表美国西南航空公司近万名
飞行员利益的一家工会7日起诉美
国飞机制造业巨头波音，指认波音
737 MAX系列客机遭停飞导致飞
行员损失过亿美元。

波音方面回应，将积极为波音
737 MAX辩护。

西南航空飞行员联合会7日向
美国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地区法院
递交诉状，要求波音向工会的飞行
员赔偿至少1.15亿美元。

这家工会说，飞行员依据飞行
总时长获取薪酬，而737 MAX系
列客机遭停飞已迫使西南航空取消
3万架次航班，导致西南航空截至今
年年底的客运业务预期减少8%。

美联社报道，1.15亿美元赔偿
金包括飞行员损失的薪酬以及工会
为配合美国司法部刑事调查的律师
费用。美国司法部正调查波音向监
管部门所作的客机飞行安全认证陈
述是否违法。 （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一飞行员工会
向波音索赔

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国家
发展改革委8日发布消息，因国际
市场原油价格小幅波动，按现行国
内成品油价格机制测算，本次国内
汽油、柴油价格不作调整。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说，自
9月18日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
来，国际市场油价小幅波动，10月8
日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与9
月18日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相
比，调价金额每吨不足50元。根据
《石油价格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

本次汽油、柴油价格不作调整，未调
金额纳入下次调价时累加或冲抵。

这位负责人表示，正密切跟踪
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运行情况，结
合国内外石油市场形势变化，进一
步予以研究完善。

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
油价小幅下降。国家发改委价格监
测中心预计，当前全球原油供求基
本平衡，但影响油价运行的不稳定
不确定因素较多。综合判断，短期
内国际油价将呈震荡运行态势。

汽油、柴油价格不调整

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一
病一码”“一药一码”、结算信息一单
集成、数据传输标准统一……记者8
日从国家医保局获悉，15项医保信
息业务编码标准已全部完成，预计到
2020年将逐步落地使用，实现全国
医保系统和各业务环节的“一码通”。

长期以来，我国未能形成统一
的标准化体系，各地医保工作中普
遍存在标准不统一、数据不互认等
问题。

为推进形成全国“通用语言”，
国家医保局于2018年8月启动了
15项医保信息业务编码标准制定
工作。今年6月，疾病诊断和手术
操作、医疗服务项目、药品和医用耗

材等4项编码标准数据库和动态维
护平台率先上线；9月26日，医疗
保障基金结算清单、定点医疗机构、
医保医师、定点零售药店等11项医
保信息业务编码规则和方法公布；
同时，国家医保局网站开通了“医保
信息业务编码标准数据库动态维
护”窗口。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曾表
示，只有数据编码标准统一，实现数
据互认，才能形成全国层面、区域层
面的大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应用，
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决策支撑，从
而促进医保精准科学管理，特别是
在药品降价、高值医用耗材治理改
革中发挥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形成全国“通用语言”

15项医保信息业务编码标准全部完成

新华社石家庄10月8日电 河
北省人大常委会近日表决通过《河
北省租赁房屋治安管理条例》，提出
将对租赁房屋治安管理实行信息登
记制度，出租人及房屋租赁中介机
构都不得向无有效身份证件的人员
出租或介绍租赁房屋。

条例中规定，出租人或者房屋
租赁中介机构应当向公安机关或者
其委托的机构报送租赁房屋及其所
有居住人的信息，包括出租人和承
租人的姓名、有效身份证件的种类
和号码、联系方式，租赁房屋地址、
租赁用途、租期及房屋合法手续相

关信息等。其中明确提出，出租人
及房屋租赁中介机构都不得向无有
效身份证件的人员出租或介绍租赁
房屋。出租人将房屋出租给无有效
身份证件人员的，由公安机关处二
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房屋租
赁中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向无有效
身份证件人员介绍租赁房屋、未按
规定办理租赁房屋信息登记的，由
公安机关对房屋租赁中介机构处五
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河北公安机关将进一步完善租
赁房屋管理信息平台，实现对房屋租
赁和居住人信息的网上登记和管理。

租客身份不明 房东要担责任
河北：向无有效身份证件人员出租房屋将被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