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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金平拍卖有限公司机动车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2020年6月2日上午10时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

络拍卖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线上公开拍卖以下标的（不
含车牌）：标的1、粤CQ7350别克SGM6531UAAA，起拍价138800元，
保证金7000元；标的2、粤CGJ055大通SH6521C1-A，起拍价38800
元，保证金2000元；标的3、粤C32403江铃全顺JX6581T-M4，起拍价
82800元，保证金4500元；标的4、粤C32383江铃全顺JX6581T-M4，
起拍价82800元，保证金4500元。

说明：1、本次网络拍卖的标的（不含车牌）按现状拍卖，所列的车辆信
息等仅供参考；2、车辆过户手续按当地车辆管理部门有关规定办理；3、标
的的过户手续，由买受人承担所有税费。有意竞买者请与我司联系，索取
资料、看样和办理网上竞买手续；保证金交至我司账号，截止时间为2020
年6月1日17：00时（以到账为准），户名：珠海市金平拍卖有限公司，开户
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珠海柠溪支行，账号：44001642235053006854。

展示日期：2020年5月29-30月 联系电话：13823080123
公司地址：珠海市香洲区兴国街4号中立信大厦907室

送达公告
中国东方民生投资有限公司：

因你司(原名：中国出口基地开发公司)名下位于珠海市红旗中心区
红旗路虹晖二路交叉口东侧67600平方米商住用地（土地使用权证号：
1996-0406-0200004），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十五条、第十六条之规定办理土地出让手续，未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
金，也未按《土地登记规则》（1989年颁布实施）第十二条之规定提交合
法有效的权属来源证明材料，我中心已于2020年4月2日依据《珠海市
房地产登记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珠登记函
〔2020〕83号《撤销登记决定书》。因该决定书通过直接送达、邮寄送达
方式均未能送达你司，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限你司自本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我中心领取该决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你司对本决定书不服，可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复
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人民法
院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7262989）

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0年5月13日

通 知
中国东方民生投资有限公司：

根据已生效的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2002）金民一初字第161号
《民事判决书》，你司（原名：中国出口基地开发公司）名下位于珠海红旗
中心区双湖路、玉龙路交叉口西侧75202.86平方米工业用地出让合同
已解除。依据《珠海市房地产登记条例》第三十六条之第二项和第三十
七条规定，你司已丧失上述土地使用权利，我中心将注销该宗土地使用
权登记，请你司自本通知之日起十天内缴回原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书（土地证号：1996-0406-0200003号），逾期未按规定缴回权利证书
的，我中心将公告作废。

特此通知。
（联系电话：7262989）

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0年5月13日

通 告
因斗门区七围桥加固维修施工需要，现决定于

2020 年 5 月 25 日至 2021 年 1 月 30 日，对七围桥实施

限宽、限高交通管制，禁止中型以上车辆通行,并在

县道 X584灯笼路口设置限高设施。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0年5月22日

香洲人民西路翠前北二

街（华润万家对面）民强商业

大厦有商业和办公室等功能

的 房 屋 出 租 ，有 意 者 电

15626900216联系。

出 租

注销声明
珠海市达优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注册号:44040020564
65，公司自2020年5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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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格之格云商科技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MA52AQKN94，经
股东会决议，决定注册资本由原
来 10000 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100万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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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市青少年体育竞赛协

会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44040008445456XB，协 会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停止经
营，请债权人自本协会声明之
日起60天内，向本协会清算小
组申报债权，逾期不报视为放
弃权利，清算结束后本协会将
向登记机关依法申请注销登
记。

减资公告
珠海锐翔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0400794610133P，经 股
东会决议，决定注册资本由原
来30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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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 明
近日发现不法分子非法盗

用本公司名义，在网络虚拟高
收益投资项目进行诈骗，本公
司已在拱北派出所报警。现声
明，本公司未进行任何招股、吸
纳投资活动。
广东天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注销声明
珠海市宝祥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注册号：4404000003242
26，公司自2020年5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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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珠海市斗门
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粤0403民破1-3号

因破产财产已经最后分配
完结，珠海联创中祺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已向本院提
交破产财产分配报告，并提请本
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
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已于
2020年5月14日裁定终结珠海
联创中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破
产程序。

特此公告
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四日

东围小学申请下述用地的土地使用权权属确认:
宗地位置: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东围村冲南区173号
宗地面积:3440.88平方米
宗地四至:东至空地 南至鱼塘 西至胡福华、冯容枝、冯润华、梁

妹、陈志明 北至林仕强、李东风、刘碧好、郭敏婷
宗地坐标:请到我分局调查确权科查阅
土地性质:国有
土地权属来源:划拨
根据土地使用权确权的有关规定，如对该宗土地的权利有异议者，请

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携带书面申请和有效的权属证明向我分局
调查确权科（地址：珠海市斗门区白藤湖艺海小区4号，电话：5510613）
提出土地权利主张,逾期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我分局将按有关规定给
予申请人办理该土地使用权的确权手续。

土地使用权确权公告

位于广东阳江的海陵岛已经
显露夏日的气息，不少游客来到这
个海岛享受阳光沙滩和碧波无垠
的南海。在海滩边，广东海上丝绸
之路博物馆是游客必选的“打卡
点”。博物馆内，静静陈列的“南海
Ⅰ号”近期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
点。

5月初揭晓的2019年度全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广东“南海Ⅰ号”
南宋沉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入选。

这是一艘在考古业内鼎鼎有名
的古船。1987年，这艘沉睡了800
余年、满载货物的沉船进入人们视
野。彼时中国水下考古刚刚起步，面
对“南海Ⅰ号”，考古人并无十足的把
握。此后，经过多年的水下考古培训
与项目经验积累，专家最终提出了一
个大胆的方案——整体打捞。

2007年，经过被业内认为是
“前无古人”的整体打捞和迁移式
保护之后，“南海Ⅰ号”被安置于广
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水晶
宫”内，进行保护、发掘、展示一体

的考古工作。此后，考古发掘项目
组先后开展两次试发掘，最终确定
以“饱水发掘方法”实施考古发掘。

2019年，“南海Ⅰ号”船舱内
货物清理完毕，文物总数超过18
万件（套），包括各类金、银、铜、铅、
锡等金属器，竹木漆器、玻璃器及
人类骨骼、矿石标本、动植物遗存
等，其中尤以铁器、瓷器为大宗。

据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
所长、“南海Ⅰ号”保护发掘项目领
队崔勇介绍，由于“南海Ⅰ号”采用
的是前所未有的整体打捞方式，对
船体的考古发掘过程也是在验证
这一打捞是否成功。2019年对船
舱内部清理完成，发现了完整的船
底，没有因为整体打捞受到破坏，
因此才可以确定整体打捞从方案
到实施是成功的。

“若以后再有保存较好的沉
船，‘南海Ⅰ号’的模式是可以借鉴
的。但具体方法不是最重要的，目
的还是最大限度提取信息。”崔勇
说。

“‘南海Ⅰ号’对中国水下考古
的开创性意义，或可与殷墟对于中
国陆地考古的开创性意义相媲
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孙庆伟说。业内专家评价，“南海
Ⅰ号”整体打捞和保护发掘工作伴
随我国水下考古 30余年发展历
程，是我国水下考古事业快速发展
的缩影，堪称世界水下文化遗产保
护的典范之作。

目前“南海Ⅰ号”考古发掘进
入最后阶段，文物清理从船体内侧
转向外侧，预计将于2021年正式
完成考古发掘。

“再过两年我就要退休了，有
幸能看到这艘船发掘完成。而这
个项目的保护、研究完成，还需要
未来几代水下考古工作者、文物保
护工作者继续接力。”崔勇说。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保护
修复所副所长、“南海Ⅰ号”保护发
掘项目保护组组长李乃胜介绍说，
由于古船历经800余年海水侵蚀，
加上大量铁器凝结物的锈蚀污染，
船体构件较为脆弱。“‘南海Ⅰ号’船
体是所有文物中价值最大、也是保
护难度最大的。它像一个病入膏肓
的老人，保护起来极具挑战性，但值
得去做。”

李乃胜说，现阶段的船体保护
工作主要以保湿加固、适时防腐、防
虫、喷淋系统的升级建设为主，动态

监测船体病害分布情况，其中喷淋
系统的设计建设研究至关重要，这
是今后船体各保护阶段能够顺利开
展的硬件保障。依托喷淋系统，未
来将对船体进行清洗去污、脱盐脱
硫、填充加固、船体修复等长期保
护。

目前，6人组成的保护团队长
期驻守发掘现场进行文物保护工
作。在研究新材料和新工艺的同
时，他们也在培训一支文物保护修
复工程队，争分夺秒地进行文物保
护工作。

在被称为“水晶宫”的考古现
场，“南海Ⅰ号”的保护、发掘和展
示在同步进行。考古、保护、测绘
等工作细致烦琐却有条不紊，文物
被仔细码好摆在周围。透过四面
和顶部的玻璃，古船、沉箱以及考
古现场被完完整整地展示出来，吸
引不少观众驻足，好奇地探望。

面朝南海，“南海Ⅰ号”这艘沉
睡了800余年的古船正在逐渐苏
醒。它被形容为一颗“时间胶囊”，
封存了800余年前一段鲜活的历
史。船要去向何方？为何沉没？
船上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船员会
有哪些故事？随着考古披露出更
多信息，业界学界的研究正在积极
推进，“南海Ⅰ号”隐藏的秘密或将
一一被揭开。

新华社广州5月22日电

新华社拉萨5月22日电 记者
从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获悉，2019年
西藏开展实施了近110项文物保护
利用工程，一大批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防护能力进一步提升，文物古迹
得到更好保护与利用。

记者近日在拉萨市小昭寺看到，
寺院外围一层转经廊道内，修复师们
正在开展壁画修复工作。据悉，
2019年西藏各级财政及小昭寺寺管
会累计投入1700多万元，开展实施
了小昭寺金顶下部飞檐、女儿墙、铜
件鎏金等附属文物设施修缮工程。

“飞檐等的文物修缮工程已
基本完工，目前开展的是一层廊
道 300 余平方米的壁画修复工
作。工程 4 月初开工，主要针对

因自然侵蚀、人为等因素出现的
壁画表皮与墙体剥离、塌陷等进
行修复，以及对附着非壁画颜料
等其他污垢进行清理。”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说。

小昭寺始建于唐代，与大昭寺
连称“拉萨二昭”，是我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据介绍，此次壁画修复
工程累计投入近600万元，整体工
程预计1年完工。

据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局长刘世
忠介绍，2019年西藏累计落实国家
各级财政资金近4亿元，开展实施
了布达拉宫古籍文献保护利用、皮
央东嘎遗址平安保护、古格王国遗
址数字化保护与展示、部分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安防消防配套设施建设
等近110项工程。截至目前，西藏
累计落实“十三五”文物平安保护工
程资金超过4亿元，完成平安保护
工程21个，正在实施文物平安保护
项目16个。

西藏提升文保单位安防能力
强化文物古迹保护利用

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
单位拉萨市
小昭寺金顶
一角（5月19
日摄）。

新华社发

5 月 22 日拍摄的建设中的上
海图书馆东馆（无人机照片）。

上海图书馆东馆位于上海浦
东新区，总建筑面积 11.5 万平方

米。目前，建设工程正在紧锣密鼓
地进行，预计年内竣工，2021 年试
开放运营。

新华社发

上海图书馆东馆计划年内竣工

“南海Ⅰ号”被安置于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内。

“南海Ⅰ号”
古沉船出水的金
银饰品。

“南海Ⅰ号”
船身外围的瓷器。

为庆祝即将到来的“六一”国际
儿童节，在影院关停的特殊时期，满
足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观众的观影需
要，首都之星艺术影厅联盟将在5
月29日至6月1日，开启为期4天
的“首艺联·云展映——儿童电影专
场”活动。

本次影展精选4部经典国产儿
童片，以2+2（两部真人电影，两部动
画电影）的形式呈现，《天堂回信》《我
的九月》《大闹天宫》《哪吒闹海》4部
影片，将以“云展映”进行放映。参

展影片的部分主创，也在时隔数年
之后，作为特邀嘉宾与观众见面。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正值《我的
九月》上映30周年。为此，“首艺
联”特别邀请到影片的编剧杜小鸥，
以及安建军的扮演者张萌、安小妹
的扮演者邢丹丹。另外，《天堂回
信》的导演王君正、主演石晨届时也
将到场交流。国家一级导演姚光
华、儿童电影制片厂专家张浩月、动
画片导演刘可欣也将以专业角度与
观众们交流互动。 （新华网）

儿童电影启动“云展映”专场

由实力派演员金燕玲和郝蕾搭
档出演母女的影片《春潮》近日在爱
奇艺开启超前点映。该片曾获第22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摄影
奖，并提名最佳剧情片，同时入围第
15届大阪亚洲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影片聚焦当下热议的原生家
庭话题，通过真实细腻的镜头将

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中国三代家庭关
系搬上银幕。片中，金燕玲与郝蕾
饰演关系紧张的母女纪明岚和郭建
波。母亲纪明岚专制强势，把对命
运的怨怼时刻挂在嘴边，甚至在外
孙女面前也毫不掩饰对郭建波父亲
的控诉。郭建波与母亲不断对峙、
崩塌的关系也让外孙女在这个潮水

涌动、情绪不安的原生家庭中被
牵扯、被影响。影片所展现的母
女关系充满纠葛、互相影响。对
她们来说原生家庭就像激荡的潮
水一样不安，是流淌在三代人之
间的对抗，直到每个人找到真正
的情感出路才真正安静。

《春潮》所呈现的子女对家长的

反抗与顺从、家长于家庭关系中的
地位与话语权也真实展现了母女关
系中无可规避的现实。对此，该片
制片人李亚平说：“我们无法选择我
们的父母是谁，也无法切断和他们
之间的关系，但这决定了我们是不
是快乐。我们要尊重最亲密的人的
情感世界的认知。” （新华网）

聚焦当下热议的原生家庭话题

《春潮》催泪演绎中国母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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