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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彩票管理条例》规定，现将我市2019年度发行

福利彩票所筹集的公益金收支情况向社会公告。详情请

登录珠海市政府网站。（http://www.zhuhai.gov.cn/

smzj/gkmlpt/content/2/2608/post_2608952.html#

6269）

珠海市民政局
2020年9月4日

珠海市2019年度福利
彩票公益金收支情况公告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批前媒体
公 示

东方威尼城二期1区项目根据《珠海市城乡规划公开公示管理办
法》相关规定，须进行调整批前公示，具体公示内容详见项目现场公示，
公示时间为2020年9月4日至2020年9月13日。相关利害关系人对
公示内容如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内向珠海市自然资源局斗门分局反馈。

有效意见反馈方式：书面意见（写明真实联系人姓名、联系电话、联
系地址），请送至珠海市自然资源局斗门分局建筑规划管理科和斗门行
政服务中心自然资源局窗口。

科室电话:5570810，窗口电话:2783274，科室地址：井岸镇白藤
湖艺海小区4号（鳄鱼岛东南侧）。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斗门分局
2020年9月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九洲海关公告
我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第

一款第（四）项的规定，收缴了电子烟烟弹1200支，并已依法制发了收缴
清单（拱九关缉收字[2020]0036号）；收缴了电子烟烟弹400支，并已依
法制发了收缴清单（拱九关缉收字[2020]0037号）；收缴了电子烟烟弹
600支，并已依法制发了收缴清单（拱九关缉收字[2020]0041号）；收缴
了电子烟烟弹1000支，并已依法制发了收缴清单（拱九关缉收字[2020]
0042号）。现根据该《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对收缴清单予以
公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0年9月4日

经巡查发现情侣中路菱角咀段山上存在若干个山坟，根据《广东省
殡葬管理办法》规定，请上述范围内的坟主亲属于登报日期三十天内自
行迁坟，逾期未迁的，将被视为无主坟处理，由珠海市殡葬管理服务中心
进行迁坟。

联系人电话：15113170507，吴先生
周一至周五工作日联系，节假日休息。
特此公告

珠海市香洲区吉大街道办事处
2020年9月4日

坟墓迁移公告

下列房地产权经核准进入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以下简称交易中心）以网上挂牌方式公开交易，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时间：2020年9月4日9时起至2020年9月
18日10时止。

二、保证金交纳时间：2020 年 9月 4日 9时起至
2020年9月17日17时（以银行到账为准）。

三、挂牌标的概况：
权 属 人：顾建芳
坐落位置：珠海市香洲区松林街21号2单元101房
建筑面积：85㎡
土地用途：成套住宅 土地来源：划拨
四、交易条件及说明：
1. 上述标的交易底价为人民币120万元，增价幅度

2万元/次，竞买保证金25万元；
2.买方应于成交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交易中心

付清价款；卖方在买方付清成交价款之日起15个工作日
内与买方向不动产登记部门交件办理产权转移手续及
标的移交手续；

3.政府规定的买卖双方应缴纳的交易税费由双方各
自承担；

4.应补地价由卖方承担；
5.上述标的移交前所欠交物业管理费、水电、有线电

视费等由卖方承担；
6.上述标的以空房交付。
五、网上竞买要求：本次挂牌转让以网上交易方式

进行。竞买人须通过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交
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参与竞买申请、报价及

竞价。网上交易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六、网上竞买操作说明：竞买人须先登录交易中心

网址注册用户并按《土地使用权（房地产权）网上挂牌竞
买须知》要求申请CA数字证书，下载并安装网上交易系
统。CA数字证书须与交易中心系统绑定后，方可登录
网上交易系统参与网上竞买。具体流程可登录中心网
址下载《用户手册》。

七、竞买资格申请和审查：竞买人应于2020年9月4
日9时起至2020年9月17日12时在网上交易系统完成
竞买资格申请，并在此期间提供有关资料到交易中心业
务窗口进行竞买资格的审查，交易中心将在受理后1个
工作日内完成对竞买人的资格审查，并出具《竞买资格
审查结果通知书》。

八、本次网上挂牌转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
更公告为准，《土地使用权（房地产权）网上挂牌竞买
须知》可登录交易中心网站下载或到交易中心 1101
室索取。

九、现场查勘（请买方自行与查勘联系人联系）：
查勘时间：2020年9月8日、9月14日；
查勘联系人（电话）：黄先生 13709686208
十、咨询电话和地址：
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0756）2538130、

2538738、2686621、（地址：珠海市香洲区红山路288号
国际科技大厦B座二楼）。

十一、网址：
交易中心网址：http://ggzy.zhuhai.gov.cn

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9月4日

房地产权网上挂牌交易公告
（交易序号：20094）

中华人民共和国
拱北海关公告

珠海青龙酒业有限公司：
我关于2020年 9月 2日作

出了拱关缉违字[2020]18号行

政处罚决定，决定对你作出如下

行政处罚：予以警告。该行政处

罚决定书正本已于当日在我关

公告栏内张贴，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满60天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0年9月4日

通 告
因斗门区市政改造工程施工需要，现决定于

2020 年 9 月 10 日至 2021 年 4 月 28 日，对白藤二路实

行分阶段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按临时交通标志指

示通行，并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0年9月2日

招标公告
一、标的名称：拱北海关总

关罚没财物仓库监控设备采购
安装。

二、购买招标文件时间：自
2020年9月4日起至2020年9
月10日止，每天8:30-12:00，
14:30-17:30（节假日除外）。

三、招标代理机构联系方
式：珠海香洲区人民西路291号
日荣大厦三楼，联系人：钟兴万
（项目咨询）0756-2625188；林
诗 伦（ 标 书 售 卖 ）0756-
2625188。

拱北海关后勤管理中心
广州高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2020年9月4日

通 告
因市政电缆工程施工需要，现决定于 2020 年 9

月 4 日至 9 月 30 日，半幅封闭三虎大道交海工一路

路口、三虎大道交海工四路路口，另半幅供车辆交替

通行。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0年9月3日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针对
美国近日宣布限制中方在美外交
活动，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3日表
示，美方有关行径“于法无据、于理
不合、于情不通”，反映出美反华势
力已丧失理性和自信。中方敦促
美方立即撤销有关错误决定，中方
将根据形势发展作出正当、必要回
应。

当日例行记者会后有记者问
及：美国国务院2日发表声明，要求
中国驻美高级外交官访问美高校和
会见美地方政府官员、中国驻美使
领馆在馆外举办50人以上的文化
活动均须报美国务院审批。中方对
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去年10月以来，美
国国务院对中国驻美使领馆及其人
员在美正常履职不断设置限制。有
关做法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严重干扰中美关系和双
边正常交往。

华春莹说，根据《维也纳外交关
系公约》《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和
中美领事条约有关规定，中美双方
应为对方驻各自国家外交领事人员

依法履职提供充分便利。中方一贯
依法依规为美驻华使领馆及其人员
在华进行正常活动提供便利。

她说，反观美方，美国国务院去
年10月、今年6月两次对中国驻美
外交领事人员活动提出提前报备要
求，这次又进一步要求报批，甚至限
制他们同美国地方官员私人和社交
往来。“这些行径完全违背国际法和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以及中美领事条
约，于法无据、于理不合、于情不
通。这反映出美国反华势力已丧失
理性和自信，得了反华妄想症，必将
继续受到各界有识之士强烈谴责和
反对。”

“中美关系对两国、对世界都很
重要。中美双方任何时候都应保持
沟通渠道畅通。”华春莹表示，中国
驻美使领馆将继续与美国社会各界
保持正常交往。中方将继续支持两
国社会各界开展正常交流合作。

“我们敦促美国国务院立即撤
销有关错误决定，停止阻挠两国正
常人员交往，停止破坏两国关系。
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作出正当、必
要回应。”华春莹说。

美宣布限制中方在美外交活动
外交部：于法无据、于理不合、于情不通

新华社广州9月3日电 广州
市2日出台《广州市支持台资企业
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惠台暖企”
若干措施》，从10个方面支持台资
企业应对疫情影响，克服经营困难，
保持平稳健康发展。措施规定，对
于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可
按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
业保险费总额的50%给予稳岗补
贴。

在降低社保负担方面，《若干
措施》提出对符合条件的台资企业
按规定免征或减半征收社会保险
单位缴费部分。对受疫情影响不
能按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企业，可
延期至疫情结束后3个月内缴纳，
其间不加收滞纳金，其中企业基本
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和工伤保
险费的延缴期限不超过2020年12
月底。

此外，《若干措施》还提出以“特
事特办”方式帮助台资企业解决涉
税费问题，优先加快办理增值税留
抵退税。生产经营困难、符合延期
缴纳税款条件的台资企业，可向税
务部门申请办理延期缴纳，延期缴

纳期限最长不超过3个月。台资中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
需的用电、用气、用水等，实行“欠费
不停供”，欠费清缴期不超过疫情结
束后3个月，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广州市属金融企业2020年计
划安排贷款额度中，首批设立了5
亿元台资企业专项信贷额度，支持
台资企业应对疫情。对台资企业
参与2020年广州市开拓国际市场
重点线上展会推荐目录内的项目，
按其实际发生参展费用的50%予
以支持，最高不超过1.5万元，每家
台资企业最多可获得2个项目支
持。

对于申报台企研发机构培育补
助项目，择优遴选符合标准建设研
发机构的台资企业，按照后补助方
式给予每家企业补助80万元；对于
申报台湾青年创新创业补助项目，
通过“以赛代评”，对符合条件的台
资企业按照后补助方式给予每家企
业补助20万元。

《若干措施》执行至2020年12
月31日，期满后广州市将视情况另
行研究。

广州市出台10条“惠台暖企”新措施
支持台资企业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俄罗斯政府2日说，愿与德国
方面就俄反对派人士阿列克谢·纳
瓦利内疑似中毒事件“全面合作”，
呼吁各方勿将这一事件“政治化”。

俄罗斯驻德国大使馆在一份声
明中说，俄方8月27日向德方提出，
希望德方就俄执法机构针对纳瓦利
内生病的调查向俄方提供司法协
助。俄驻德使馆同时呼吁各方依据

“可信证据”做判断，“避免政治化这
一事件”。

俄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
斯科夫2日同样说，俄方已经准备
好与德方展开“全面合作”。他再次
重申，俄方医生治疗纳瓦利内时，在
后者体内没有发现任何有毒物质。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日
在一档电视节目中说，德国称纳瓦
利内中毒是再次针对俄罗斯发起的
信息战。

当天早些时候，德国政府发表
声明说，纳瓦利内中了一种“诺维乔
克”类型的神经毒剂。德国总理默
克尔随后表示，德国政府强烈谴责
这一中毒事件，并要求俄罗斯政府

必须对此做出回答。默克尔还说，
德国已向欧盟成员国和北约盟友通
报了纳瓦利内中毒情况，欧盟和北
约盟友将决定对该事件采取适当的
集体回应措施。

据悉，俄罗斯反对派人士、俄反
腐基金会创始人纳瓦利内8月20日
在乘坐俄境内一国内航班途中，感
到身体极度不适。飞机紧急降落鄂
木斯克市后，纳瓦利内被送往当地
一家医院进行救治，随后被送往德
国柏林沙里泰医院接受治疗。该医
院2日发表声明说，纳瓦利内的症
状有所改善，但仍未脱离危险。

扎哈罗娃说，俄罗斯驻德国大
使谢尔盖·涅恰耶夫曾向德方询问
多项关键信息，但是迄今没有收到
德方回复，“没有回复，没有事实，没
有数据，没有化学式”。

俄罗斯前情报人员谢尔盖·斯
克里帕尔和女儿2018年在英国南
部城市索尔兹伯里“中毒”。

英方认定这对父女遭俄方“下
毒”并驱逐俄方外交官，美国等多个
西方国家同样以这一理由驱逐俄外
交官。俄方指认英方“栽赃”，同时
驱逐英美等国外交官。

（新华社专特稿）

新华社华盛顿9月2日电 美
国政府2日以国际刑事法院继续调
查美方人员为由，宣布将对该法院
两名高级官员实施制裁。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当天在国务
院记者会上宣布，美方将制裁国际
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法图·本苏达
和管辖、互补与合作部门负责人法
基索·莫乔乔科。蓬佩奥称，美国务
院已对参与调查美方人员的个人采
取签证限制措施，继续向被制裁者
提供物质支持的个人和实体也将面

临制裁风险。
国际刑事法院今年3月裁定，

批准对塔利班、阿富汗安全部队、美
国军事和情报人员在阿富汗所涉战
争罪和反人类罪展开调查。本苏达
曾表示，有足够证据表明美方人员
于2003年至2004年在阿富汗有对
在押人员施行虐待、侵犯个人尊严
等行为。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发布行政
令说，美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缔约
国，该法院针对美国军事和情报人

员在阿富汗行为的调查威胁到美国
主权和国家安全及外交政策，美国
政府将对相关人员实施制裁。

美国媒体此前报道说，阿富汗
是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因此该法
院对在阿富汗发生的有关罪行具有
管辖权。

国际刑事法院设在荷兰城市海
牙，根据2002年生效的《罗马规约》
设立，对犯有种族灭绝罪、战争罪、
反人类罪和侵略罪的个人追究刑事
责任。

国际刑事法院批准调查美军在阿富汗所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

美国将制裁国际刑事法院高级官员

新华社巴黎9月2日电 时
隔5年，巴黎特别重罪法庭2日
首次开庭审理法国《查理周刊》
恐怖袭击案，14名嫌疑人将受到
审判。

据媒体报道，14名嫌疑人中
11人被捕，3人在逃，其中2人据
信已在叙利亚死亡。这些嫌疑
人据信向恐怖分子提供物资和
后勤帮助，间接参与恐怖袭击，
将面临10年监禁到无期徒刑。

据报道，此次庭审规模空
前，预计将有逾百名证人出庭，
包括恐袭案幸存者和遇难者亲
属。庭审预计将持续至11月10
日，并将全程录像存档。

2015年1月7日，两名武装
分子闯入位于巴黎的政治讽刺
杂志《查理周刊》总部，用冲锋枪
向在场人群扫射，造成12人死
亡。1月9日，两人逃进一家印
刷厂，劫持人质与警方对峙，后
被击毙。

法国《查理周刊》恐袭案在巴黎开庭审理

9月2日，在法国巴黎特别重罪法庭，律师到达庭审现场。新华社发

美国共和党人2日批评国会众
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近日前往加
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一家美发店做头
发、违反该市防疫规定。

民主党人佩洛西则自辩遭美发
店做局“陷害”。

这家发廊的老板埃里卡·基奥斯
称，她的一位发型师在这家公司租了
一把椅子，专门为佩洛西一个人开店
服务。

基奥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
访时表示：“当她进去的时候，就像被
打了一记耳光，你知道，她觉得她可
以在别人都不能去（发廊）的时候自
己却去，而我却不能开业。我们已经
关门太久了，不只是我，还有大多数
小企业，那是一种……沮丧、无助和
被真正打败的感觉。”

事件发生后，特朗普在推特上
写道，佩洛西“正被毁掉，因为她让
一家美容院开门，而其他所有的美
容院都关门了，也因为她没有戴口
罩——尽管她不断地对其他人如此
说教”。

佩洛西回击特朗普说：“我觉
得，这家发廊应该为陷害我而向我
道歉。”她还说，美发业人士的评论
已经快把她“淹没”了，感谢她“提醒
了大家注意这件事”，还说“我们需
要重新开业”。

佩罗西说：“许多人对这个圈套
感到恼火，这事与结束危机没有任
何关系。”佩洛西说，她之所以把口
罩挂在脖子上，是因为她那时候“刚
刚洗头”。

她说，“我洗头的时候不戴口
罩。你洗头的时候戴口罩吗？我总
是戴着口罩……那张照片就是我刚
洗完头发的样子。”

（新华社微特稿)

违反防疫规定洗发不戴口罩

佩洛西：遭美发店
做局“陷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