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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劾特朗普的“前奏”？
美众议院拟就弹劾调查公开听证

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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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珠海市金湾区曼妮美容美发院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40404600060069；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帅和遗失珠海市斗门区藤达一路8号濠园雅居2
栋1502房购房发票办证联，发票代码4400153350，号
码17664700，金额1362018元，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珠海市金湾区浩威电脑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44040460005021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金湾区华伟装饰工程部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4040330327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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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收

据 编 号 ：ZHSH- SJ1706772，ZHSH- SJ1702708，
ZHSH- SJ1706952，ZHSH- SJ1702789，ZHSH-
SJ1702528，定金托管协议编号：ZHSH-DJ1701661，
ZHSH-DJ1700716，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粤拱信海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副本号4-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4WN
QA2X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聚水堂建材有限公司遗失发票专用章（章号

44040267707124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俊兴财务咨询有限公司遗失公章、发票专用
章、法人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南屏欣欣咨询服务部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

册号：44040860006267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黑仔遗失渔业捕捞许可证，编号（粤）港澳船捕
（2015）HY-180283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四方汇金典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道味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开心菜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木子商贸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发票专用章一枚，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卢敏遗失因公往来港澳通行证，证号：K90698714，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梁文辉遗失广东省港澳流动渔船安全检查证明书，
编号440400A16C197，声明作废。

张伟恒遗失渔业船员证书，二等三管轮编号：
64400001500308，声明作废。

个 人 证 件 遗 失 声 明

权威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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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 失 声 明

本报讯 记者耿晓筠报道：近
日，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通知，同意
包括12家银行、6家证券机构在内
的金融机构加入中国银行业协会，
成为协会正式会员。据悉，这是中
银协的首批证券业金融机构成员，
诺亚财富旗下的歌斐资产有限公司
也在此列，成为首家加入银协的私
募资产管理公司。

据了解，中国银行业协会是目
前国内最大的金融机构自律组织，
主管单位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共有超过700家会员单位、
32个专业委员会。会员单位包括
开发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银行、国有
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
市商业银行、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
融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外资金
融机构及各类金融机构等单位。中
国银行业协会以促进会员单位实现
共同利益为宗旨，组织开展会员间
以及国际银行业间的交流与合作，
促进金融行业业务创新和协同发
展。

歌斐资产作为诺亚财富旗下私

募资产管理公司，自2010年成立以
来，专注于资产组合配置，业务范围
涵盖私募股权、公开市场证券投资、
房地产、家族财富及全权委托等多
个领域，服务高净值个人、机构投资
者和家族办公室等客户。随着业务
能力的不断积累和提升，歌斐资产
服务机构客户的能力日趋增强。

歌斐资产有关负责人表示，银
行业金融机构作为我国规模最大的
金融机构群体，一直以来是歌斐资
产重视的合作伙伴。加入中国银行
业协会，将有助于歌斐资产进一步
加强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全方位沟
通和互动，贡献出歌斐对于资产组
合配置和价值投资的思索；也便于
深入了解银行需求，及时掌握监管
政策动向，提高歌斐资产对金融行
业的整体服务能力。此次歌斐资产
作为首家私募资产管理公司入选中
银协，歌斐将认真履行会员责任，积
极参与协会活动，建立深度合作平
台，为银行证券行业的健康发展献
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据悉，与歌斐资产同一批加入中
银协的其余五家证券业金融机构分
别是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华
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和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歌斐资产成为
中银协首家私募机构会员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2000
年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
广东考察时发表讲话，正式提出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着眼于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

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了
“三个代表”的要求。他指出，七十
多年来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
护，是因为党在各个历史时期总是
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
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
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
利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
如何更好地做到这“三个代表”，是
一个需要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
干部深刻思考的重大课题。

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后，

江泽民于2000年 5月在江苏、浙
江、上海考察时进一步强调：“始终
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
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此后，
他在中央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统
战工作会议和中纪委会议上，从不
同角度对新形势下加强和改善党的
领导问题作了论述，使“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代表
中共中央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8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系统阐述
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
涵，指出，总结80年的奋斗历程和
基本经验，归结起来，就是必须始终
做到“三个代表”。“三个代表”是统
一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2002年 11月，中共十六大通
过的党章修正案把“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的指
导思想并载入党章。

“双十一”临近，很多消费者打
开电脑发现，各类花花绿绿的弹窗
广告扑面而来，让人眼花缭乱，想关
掉却无处下手……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霸
屏”的网络弹窗广告不仅影响用户工
作效率，还可能存在侵犯用户隐私、暗
含违法信息等问题，亟待加强监管。

弹窗频率高、关闭键过小甚至
形同虚设，这是消费者反映最多的
问题。很多网民反映，大多数应用
软件均有弹窗广告；有些软件还将
弹窗广告做成了开机启动项，只要
电脑一开机就会跳出来“骚扰”用
户。更令人恼火的是，这些弹窗广
告或者根本无法关闭，或者关闭键
特别小，几乎难以识别。

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弹窗广告
还暗含色情、诈骗等内容。记者发
现，许多弹窗广告以炒股、生发、药
品、女性直播、蜂蜜等为主要内容，
宣传字眼十分夸张。

记者调查发现，弹窗广告已形
成完整的产业链条。

记者在百度以“弹窗广告推广”
为搜索词，发现多条弹窗广告制作
及推广的链接。记者以推广中药产
品为由，咨询了一家广告代理公司，
工作人员称，可以提供两种弹窗广
告的发布途径：一种是与运营商合
作，只要电脑是联网状态，打开就能
接收到弹窗广告；另一种是与软件、
浏览器合作，在使用某些软件和浏
览器时，屏幕就会弹出广告。

“运营商、软件、浏览器平台都有
用户大数据，你只要提出广告时间段、

推广地区、目标受众、产品定位，我们
就可以提供服务。”客服人员表示，若
是运营商弹窗广告，价位是2万元发
送100万次弹窗，量越大成本越低。

针对商品被浏览后相关链接不
断弹出的问题，记者电话咨询了某
电商平台，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与各浏览器开发公司都有合
作，由对方平台来做广告推广。“每
日广告点击量达到一定数额，我们
便会支付相应广告费；至于如何推
广，不是由我们公司负责。”

我国广告法第44条明确规定，
“利用互联网发布、发送广告，不得
影响用户正常使用网络。在互联网
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
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
闭。”近年来，相关部门多次针对互
联网广告开展整治行动，并取得一
定效果。但是，弹窗广告过多过滥
的问题，像牛皮癣一样难以根治。

今年5月，我国《数据安全管理
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网络
运营者不得以改善服务质量、提升
用户体验、定向推送信息、研发新产
品等为由，以默认授权、功能捆绑等
形式强迫、误导个人信息主体同意
其收集个人信息。

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左
晓栋建议，可参照国家治理垃圾短
信的措施来加强对弹窗广告的监
管，任何组织和个人未经接收者同
意或者请求，不得向其发送弹窗广
告；接收者同意后又明确表示拒绝
接收弹窗广告的，应当停止向其发
送。 据新华社南昌11月7日电

2万元即可弹100万次！

“霸屏”弹窗广告谁来管？

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定
于下周就针对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的弹劾调查公开听证。作为主要证
人，3名外交官将公开先前在闭门听
证会谈及内容。

美国驻乌克兰临时代办威廉·
泰勒的证词6日公开。他认定特朗
普以美方军事援助为筹码，要求乌
克兰方面调查美国2020年总统选
举民主党籍竞选人乔·拜登和他的
儿子。

掌握足够材料

美国驻乌克兰临时代办泰勒、
分管欧洲和亚欧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帮办乔治·肯特定于13日在众议院
情报委员会公开作证，前驻乌克兰

大使玛丽·约万诺维奇定于15日公
开作证。这3人10月出席闭门听证
会。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亚当·
希夫说，下周的公开听证将给美国
人“评估证人、作出判断”的机会，美
国人同样可以了解总统行为不当的

“一手信息”。
情报界一名官员8月举报特朗

普7月同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
泽连斯基通电话时要求对方调查拜
登父子，触发众议院9月24日启动
针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调查人员
两个月来先后传唤国务院多名官员
作证，公开关键证人的证词。

路透社报道，公开听证似乎是
众议院弹劾特朗普的“前奏”。民主
党人认定，尽管特朗普政府一些官
员不配合，他们已经获得足够材料
推动公开听证。

坐实“利益交换”

民主党人 6 日公开泰勒的证
词，共324页。这名外交官在先前
的闭门听证中说，特朗普政府经由
常规外交渠道和“非常规渠道”处理
乌克兰事务，两个渠道就总统要求
乌方调查拜登父子有分歧。

“非常规渠道”由特朗普私人律
师鲁迪·朱利安尼主导，成员包括美
国政府前乌克兰问题特使库尔特·
沃尔克、美国驻欧洲联盟大使戈登·
桑德兰和能源部长里克·佩里。

泰勒告诉调查人员，他“明确了
解”调查亨特·拜登供职的天然气企
业贝里斯马控股公司是乌方获得军
事援助的前提。桑德兰曾告诉他

“一切取决于泽连斯基宣布调查”。
泰勒认定，调查那家企业的目

的是曝光拜登的“黑料”，以帮助特

朗普连任。
依据公开的证词，泰勒没有直

接与特朗普本人或朱利安尼沟通。
共和党人因而以泰勒不掌握一手信
息抨击他。

白宫增加人手

特朗普6日经由社交媒体“推
特”回应，说弹劾调查是“虚伪骗局”。

这名共和党籍总统多次否认不
当处理乌克兰事宜，认定弹劾调查
是民主党人对他的政治迫害。

为应对弹劾调查推进，白宫预
期强化通信小组实力。一名不愿公
开姓名的白宫官员告诉美联社记
者，特朗普的“盟友”、佛罗里达州前
总检察长帕姆·邦迪和财政部前发
言人托尼·萨伊格预期进入这一小
组，协助应对今后几天可能发生的
状况。 （新华社专特稿）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6日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说，他与土耳
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讨论了叙利
亚局势、反恐等问题，他期待埃尔多
安下周到访美国。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
说，他早些时候与埃尔多安进行了

“非常好”的通话。两人讨论了叙利

亚边境局势、反恐、叙境内的库尔德
武装等问题。

因美国国会众议院上周表决
通过两项涉及土耳其的议案激怒
土方，土耳其多名官员日前“放
风”，称埃尔多安可能取消原定于
本月中旬的访美行程。埃尔多安5
日表示，他将与特朗普通电话后决

定是否访美。
近期，美国与其北约盟友土耳

其在包括土采购俄罗斯S-400防
空导弹系统和土越境打击叙利亚库
尔德武装等问题上出现分歧。美国
甚至以土在叙北部的军事行动对地
区和平稳定构成威胁为由一度对土
方实施制裁。

特朗普与土总统进行了“非常好”的通话
双方讨论了叙利亚局势等问题

据新华社巴黎11月6日电 法
国政府6日宣布一系列收紧移民政
策的新措施，主要包括对合法移民设
置配额并加大打击非法移民力度。

法国政府当天开会商讨移民和
融入问题。法国总理菲利普在会后
宣布了20条移民政策新措施，包括
引入经济和技术移民配额、提高申

请庇护者获得医疗救助的条件以及
拆除非法移民营地等。其中，技术
移民年度配额将根据行业类别和企
业用工情况设定。

与此同时，法国计划加大对非
法移民的打击力度。无有效证件或
庇护申请被拒的非法移民可以享受
免费医疗的时间将从目前的12个

月缩减至6个月。
当天，法国内政部长卡斯塔内宣

布，将在今年年底前拆除位于巴黎东
北部的非法移民营地。目前该地区
聚集有1500至3000名非法移民。

菲利普当天对媒体表示：“移民
政策事关主权，因此必须收回对移
民政策的控制权。”

法国出台新规收紧移民政策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欧洲
联盟委员会官员6日说，欧盟准备
资助土耳其上千万欧元，协助后者
增强海岸警卫队力量。美联社报
道，欧盟这一决定意在依靠土耳其
阻拦来自叙利亚等国家的移民经由
地中海入境欧洲。

欧盟委员会分管欧盟扩充事务
的副秘书长马切伊·波博斯基说，这
一欧盟行政机构已经“制定出一套
措施，预计投入5000万欧元（约合
5500万美元）”，这笔资金的一部分
将用作“提高土耳其海岸警卫队执
行搜寻和救援任务的能力”。

这名官员说，其余资金将用来
改善移民收容中心的条件，帮助那
些获准留在土耳其的移民融入当地
社会。

按照波博斯基的说法，这笔资
金来自一个旨在协助土耳其加入欧
盟的基金。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
尔多安近期与欧美频打“移民牌”，先
前威胁如果土方得不到更多国际援
助，将被迫向叙利亚难民打开通往欧
洲的大门。

埃尔多安当时以不再为欧洲看
守“门户”为筹码，提出要尽快在叙
利亚东北部地区设立“安全区”和争
取更多欧盟资助，分别向美欧施压。

土美双方稍后就“安全区”达成
共识，按照多家国际媒体说法，美方
甚至为给土方军事行动“让道”而撤
走驻留叙利亚东北部的美军，并抛
弃协助美方在叙利亚境内打击极端
组织“伊斯兰国”的库尔德武装。

叙利亚冲突爆发至今，大约
360万叙利亚难民入境土耳其避
难。按埃尔多安的说法，土耳其已
经为安置叙利亚难民花费400亿美
元。他批评西方、尤其是欧盟没有
兑现承诺。

依据欧盟与土耳其2016年达成
的协议，欧盟承诺向土方提供60亿
欧元（约合66亿美元），换取土方限制
叙利亚难民经由土耳其前往欧洲。
埃尔多安说，这笔钱只有半数到账。

按照埃尔多安的计划，土耳其要
沿土叙两国边境线在位于叙利亚一侧
的安全区域安置100万叙利亚难民。

欧盟要资助
土耳其拦阻难民

知情人士6日披露，多家监管
机构责成美国波音公司修改737
MAX系列客机软件系统修复说明
书，恐导致737 MAX复飞时间延
后。

彭博社报道，波音近期提交的
软件系统修复说明书没有通过美国
联邦航空局和欧洲航空安全局等监
管机构审核。另据美联社报道，审
核上周开始，仍未完成。

737 MAX需要先通过全面审
核、模拟机测试和安全认证飞行测

试，随后才能获监管机构“放行”复飞。
波音6日发表声明解释，企业依

照先前常用格式提交说明书，但“监管
机构要求以不同形式表达信息”，因而
这家飞机制造商“正按要求修改说明
书”。

知情人士预估，说明书遭“打回重
做”可能让复飞时间延后数天甚至数
周。

波音 737 MAX系列客机因牵
涉两起致命空难事故今年3月遭全
球多国停飞，迄今仍未复飞。证据显

示，客机特有的“机动特性增强系
统（MCAS）”自动防失速软件可能
在一个飞机迎角传感器显示数值
不正常时遭激活，继而导致客机不
断俯冲、难以受飞行员掌控。

波音正与美国联合技术公司下
属的柯林斯航空航天公司一起对
MCAS作出修正。柯林斯负责开发
737 MAX的自动化计算机系统。

依据波音先前提交的说明书，
737 MAX今后将使用两台飞行控
制计算机，而不是一台。

波音发言人戈登·约翰德罗说，
企业在接受审核时将继续与联邦航
空局等监管机构合作。就 737
MAX复飞，他说：“现在猜测会如
何影响复飞计划，为时过早。”

波音希望今年年底前让联邦航
空局通过软件系统修复方案。波音
董事长戴维·卡尔霍恩5日说，首席
执行官丹尼斯·米伦伯格自愿放弃
今年全年奖金和股票盈利，直到
737 MAX完全复飞。

（新华社专特稿）

波音737 MAX客机复飞再受阻

莫斯科举行阅兵纪念1941年红场阅兵78周年

1941年11月7日举行的莫斯科红场阅兵式具有历史意义。当时，苏联正处于卫国战争最艰难阶段，纳粹德国
军队兵临莫斯科城下。苏联士兵参加完红场大阅兵后，直接开赴几十公里外的莫斯科郊外与侵略者作战。

图为11月7日，士兵在俄罗斯莫斯科红场参加纪念1941年红场阅兵78周年阅兵。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