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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现将华发国际海岸花园15-b#地块物业管理项目

公开招标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标人：珠海十字门中央商务区建设控股有限公司
二、招标项目简况：
名称：华发国际海岸花园15-b#地块物业管理
地址：横琴新区一体化区域会展三路南侧，景秀三

路东侧
类型：高层住宅 占地面积：19605.98㎡
总建筑面积：99759.20㎡ 住宅建筑面积：67429.78㎡
物业管理用房建筑面积：203.24㎡ 绿化率为

35.50%
总户数：719户 总停车位：687个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1. 投标人须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投标文件中提供营业
执照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2. 投标人须具有珠海市物业服务企业登记备案证
明；（投标文件中提供相关证书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3.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购买招标文件时间：2019年 11月9日-11月

15日（9：00-12：00，14：00-17：00）
五、投标截止时间：2019年11月29日9时30分
六、购买方式：详询0756-2638498，黄先生。
七、招标人联系人：吴小姐，联系电话：0756-

8303026，
地址：珠海湾仔银湾路1663号珠海中心10楼。
八、招标代理联系人：黄华林，联系电话：0756-

2638498 ，邮箱：zhzcbaoming@163.com。

珠海十字门中央商务区建设控股有限公司
珠海智采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九日

减资公告
珠海市圣力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69
9732458E，经股东会决议，决
定注册资本由原来200万元人
民币减少至10万元人民币。请
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申报债权。逾期不申
报，视为放弃权利，本公司将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珠海市奥比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55
91227623，经股东会决议，决定
注册资本由原来350万元人民币
减少至10万元人民币。请债权
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
放弃权利，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特此公告。

注销声明
珠海森业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注册号：4404002053922，公
司自2019年11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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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声明
珠海市佳汇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6924978548，公司自
2017年11月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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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平安普惠立信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注册号：91440400MA4W
CCXNXG，经股东会决议决定
注册资本由原拾柒亿元人民币
减至伍亿元人民币，请债权人自
公告之日起45天内前来本公司
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
权利，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变更登记。特此公告。

注销声明
珠海麦克赛尔电子有限公

司，注册号：4404002051856，公
司自2019年11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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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珠海市香洲区艺帆合唱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4404026
96438966L，本合唱团自 2019
年11月9日起停止运营，请债权
人自本团声明之日起60天内向
本团清算小组申报债权，逾期不
报视为放弃权利，清算结束后本
团将向登记机关依法申请办理
注销登记。

注销声明
珠海叶金化工原料有限公

司，注册号：44040000000056
8，公司自2019年11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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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珠海京师非营利组织发展

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440
40008261024X2, 现公告：本
单位拟进行清算，请债权人自本
单位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单
位清算小组申报债权，逾期不报
视为放弃权利，清算结束后本单
位将向登记管理机关依法申请
办理注销登记。

莫成飞先生:
截止到2019年 11月4

日止，你应向我归还借款
本息共计89万元整。我现
将该笔债权全额转让给第
三 人 刘 如 伟 ，身份证号：
440881198205205131。 请
接到通知后，及时向第三人
刘如伟支付上述欠款。

特此通知。
债权人：陈景波
2019年11月4日

债务转让通知书

减资公告
心华制衣发展（珠海）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6174917784，经 股
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减少注册资本和投资总额，
注册资本由200万美元减少至
300万元人民币，投资总额由
200万美元减少至300万元人
民币，请债权人债务人于见报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
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
求，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
利。特此公告。

根据赵麟继承人赵颂爱的历史用地确权申请，现我分局拟对香洲区
前山逸仙路154号（原址：香洲区前山逸仙路33号）用地进行确权，根据
《珠海市房地产登记条例》第七条、第二十五条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该宗地位于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逸仙路154号（原址：香洲区前山逸
仙路33号），土地使用权人为：赵麟，宗地面积34.53平方米，属国有划拨
性质，现状为商业，根据原《房屋所有权证》记载，四至情况：东：赵道宅；
南：吴玲宅；西:车站；北：厕所。该宗地坐标为：

1、X:999795.143 Y：397798.863 2、X:999799.969 Y：397805.665
3、X:999796.592 Y：397808.061 4、X:999791.766 Y：397801.259
凡对该宗地四至界线有异议者，请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持

有关证明资料向我分局提出书面申请，逾期我分局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确定。
特此公告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香洲分局
2019年11月3日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香洲分局公告

韩国国防部8日宣布，韩美定于
15日举行第51届年度安全磋商会
议。双方将就韩国是否续签《韩日
军事情报保护协定》、韩国从驻韩美
军手中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以及驻
韩美军基地归还韩方等事宜谈判。

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14
日将抵达韩国首都首尔，参加磋
商。就美方敦促韩方撤回终止与日
本方面续签《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
定》的决定，美国国防部发言人乔纳
森·霍夫曼说，他可以保证安全磋商
会议将涉及这一话题。

《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本月

23日到期。只是，韩国政府 8月宣
布，决定不续签这一共享敏感军事情
报的协定。按照韩方官员的说法，日
本对韩国实施出口管制，导致两国安
全合作环境发生变化，继续互换敏感
军事情报不符合韩国国家利益。

美国政府把这一协定视作美日韩
三边防御合作的重要机制，正在加紧
施压韩国政府，要求后者改变主意。

韩国国防部说，本次安全磋商会议
还将涉及韩方收回战时指挥作战权。

韩美8月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检
验韩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情形下由
韩军将领充任司令、美军将领充任副

司令所需的“初始作战能力”，检验
结果将在本次安全磋商会议上提
交。

韩国军队指挥权上世纪50年
代初以来长期由驻韩美军掌控。韩
国1994年收回和平时期军事指挥
权，迄今没有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韩国国防部说，韩美将讨论何
时检验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所需的

“全面作战能力”及相关日程安排。
另外，韩美将在会议上讨论驻

韩美军基地“尽快交还”韩方的相关
事宜。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8月说，将

尽快收回26处驻韩美军基地。驻
韩美军次月回应，15处基地已腾空
和关闭，可以交还韩方。

韩联社报道，韩美年度安全磋
商会议举行后，韩国国防部长官郑
景斗和埃斯珀将前往泰国出席东南
亚国家联盟防长扩大会议，日本防
卫大臣河野太郎同样出席。

据日本媒体报道，说日本和韩
国正在安排在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期
间举行双边防务会议；同时日韩美
预期举行三边磋商，河野太郎、郑景
斗和埃斯珀将参加。

（新华社专特稿）

韩美将举行年度安全磋商会议
就驻韩美军基地归还韩方等事宜谈判

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
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WTO）
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国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标志着
我国终于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新成
员，我国对外开放事业进入一个新
的阶段。

1986年 7月 10日，中国正式
提出关于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缔约
国地位的申请。1995年，世贸组
织取代关贸总协定，中国复关谈
判也转为入世谈判。1997 年 8
月，中国与新西兰签署了世贸组
织市场准入谈判的双边协议，新
西兰成为第一个与中国结束双边
谈判的西方国家。1999年11月，
中美两国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
题达成双边协议，这是中国进入
WTO 的关键性一步。2000 年 5

月，中国与欧盟就中国加入世贸
组织问题达成双边协议。2001年
9月，中国与墨西哥结束了关于中
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谈判，至
此全部完成了与世贸组织成员的
双边市场准入谈判。

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
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
长级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的法律文件，标志着经过15年的艰
苦努力，中国终于成为世贸组织新
成员。同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其第143
个成员。

加入世贸组织，充分展示了
我国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主动
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积极姿
态。加入世贸组织，为我国赢得
了更加良好的国际环境，有力地
促进了对外开放，促进了经济体
制改革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
整，有利于增强我国经济发展活
力和国际竞争力，总体上符合我
国的利益需要。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新华社“雪龙2”号 11月 8日
电 搭载着中国第36次南极科学考
察队队员的“雪龙2”号极地科考破
冰船，于北京时间8日11时起锚，
准备用大约4天时间穿越“咆哮西
风带”。

这是“雪龙2”号首次穿越西风
带，也是其下水以来面临的最严峻
的一次考验。

南半球的西风带位于南纬40
度至60度之间。在强劲西风控制
下，陆地较少的这一区域洋面风浪
较大，行船危险系数较高，因此有

“咆哮西风带”之称。
霍巴特港虽地处西风带范

围内，但受地形影响，港内基本
风平浪静，船只出港驶入宽阔洋
面后则会迎来较强风浪。“雪龙
2”号 7 日离开澳大利亚霍巴特
港后，因周边涌浪过大而选择在
锚地等待，待涌浪减小时再起程
南下。

穿越西风带前，考察队员对货
物、船载直升机和船上相关设施进
行了细致检查与绑扎加固，并开展
了救生演习。

参加中国第36次南极科考的
“雪龙2”号是首次参与南极考察，
此次南极科考也是中国首次进行

“双龙探南极”。
“雪龙2”号10月15日从深圳

起航，11月4日停靠霍巴特港，靠
港期间进行了燃油、淡水、食品和备
件补给，并迎来33名考察队员上
船。目前船上共有89名第36次南
极科考队队员。

“雪龙”号极地科考破冰船10
月 22日从上海出发，11月 7日停
靠霍巴特港，与“雪龙 2”号首次

“会师”。按计划，“雪龙”号将于
11月9日离开码头，搭载136名考
察队员穿越西风带，前往南极中
山站。在中山站，“双龙”将再度
会合。

“雪龙2”号首次穿越“咆哮西风带”
面临下水以来最严峻考验

11 月 7 日，在伊拉克巴格
达，警察发射催泪弹。

据伊拉克媒体报道，伊多地
示威抗议活动持续进行，示威者
6日封堵了伊南部两处炼油厂。
自 10 月起，伊拉克多地爆发示
威抗议活动，抗议政府腐败、服
务不力及高失业率。

新华社发

先母李升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11月7日凌晨在珠海市人民医院逝世，享年91岁，现
于2019年11月13日（星期三）13时整在珠海市殡仪馆泰山厅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孝子 杨建军 媳 金少芬 孙女 杨园园 孙婿 武震
杨建英 媳 陈旺卿 孙 杨德龙

孙女 杨静雯
孙女 杨恺莉

孝女 杨建华 婿 刘继明 外孙 刘劭邦
杨建平 婿 赖智健 外孙 赖廷匡
杨 婕 外孙 梁智浩 外孙媳 徐诗

亲属繁衍 未能尽录
泣告

联系电话：13902870015

讣 告

伊拉克示威抗议活动持续进行伊拉克示威抗议活动持续进行

多家媒体7日报道，美国纽约
市前市长、亿万富翁迈克尔·布隆伯
格正重新考虑竞选总统。

布隆伯格如果参选，将对民主
党头号竞选人、前副总统乔·拜登构
成挑战。

改主意？

布隆伯格的发言人霍华德·沃
尔夫森在一份声明中说，布隆伯格
认为共和党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对美国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他

“越来越担忧”以民主党现有竞选人
所处形势，他们无人能战胜特朗普。

沃尔夫森说，如果布隆伯格参加
竞选，他“能够与特朗普对抗并获胜”。

布隆伯格现年77岁，是彭博社创
始人和首席执行官，2002年至2013
年三度出任美国最大城市纽约市市
长。他身家大约534亿美元，位列福
布斯最富美国人排行榜第8位。布隆
伯格一直积极倡导应对气候变化和控
制枪械，热衷慈善事业。

布隆伯格曾是共和党籍，后转为
独立人士，去年注册为民主党人。他
今年3月在深入调查后宣布不竞选总
统，部分原因是预期拜登在民主党内
会获得较高支持。

美联社报道，布隆伯格过去几周
与部分民主党人讨论当前选情，表达
担忧。

白宫发言人斯蒂芬妮·格里沙姆
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民主党最终选谁
参加总统选举都没有关系，反正特朗
普会赢。

影响大

多家媒体报道，布隆伯格如果
参选，预期将“大大”重塑民主党阵
营的竞选格局，分散其他竞选人所
获支持。

民主党阵营现有17名竞选人，
4人具备相对优势，分别是拜登、马
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
伦、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
斯和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长皮特·
布蒂吉格。

沃伦和桑德斯立场激进，一些
民主党人担心他们无法在与特朗普
的最终较量中获胜。拜登和布蒂吉
格较为温和，但拜登先前一枝独秀
的支持率近期因关联国会弹劾总统
调查受到影响。

布隆伯格属于“温和派”，对沃

伦主张向富人多征税用来支持“全
民医保”和大学免费持批评态度。
美联社报道，布隆伯格如果加入，将
对拜登直接构成挑战。

如果参选，布隆伯格将成为民
主党第二“老”的竞选人，只有78岁
的桑德斯年纪比他大，拜登76岁，
沃伦70岁。寻求连任的总统特朗
普73岁。

路透社报道，身为亿万富翁，布
隆伯格的竞选资金主要靠自己就
行，但是民主党内自由派对于收入
不平等、企业资金可能影响政治等
议题的关心，意味着他的竞选之路
可能不会一帆风顺。

桑德斯的竞选经理法伊兹·沙
基尔说，“越来越多的亿万富翁希望
拥有更多政治权力，这肯定不是美
国需要的改变。”（新华社专特稿）

布隆伯格或竞选美国总统
将对民主党头号竞选人、前副总统乔·拜登构成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