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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华城市花园生态菜园第九期认种租赁将于2020年10月18日到
期，现欢迎广大珠海市民积极报名参与梅华生态菜园第十期抽签认种租
赁活动，幸运的市民可以实现城市农耕，体验与众不同的田园乐趣。

一、报名时间：2020年10月18日9：00至2020年10月24日9：00
二、报名方式：1.电脑网上报名：登录香洲饭米粒网（http://www.

xzfamily.com），点击进入“2020年梅华生态菜园第十期抽签认种活动
电脑抽签系统”填写基本信息和报名。2.手机关注“珠海香洲”、“珠海正
方”、“游珠海”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菜园”即可进入“2020年梅华生
态菜园第十期抽签认种活动电脑报名系统”专题页面进行报名。

三、报名条件：1.截至2020年10月24日年满18周岁的市民；2.限珠
海市本地户籍市民。

四、报名咨询：1.现场咨询：珠海市梅华城市花园生态菜园管理处（香
洲区梅华街道童心路梅华城市花园）;2.电话咨询：0756-2632906。

更多活动内容请关注“珠海香洲”、“珠海正方”及“游珠海”微信公众号。
珠海正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1日

梅华生态菜园第十期抽签
认种活动报名公告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 2020年

10月20日下午3时在我司拍卖
厅公开拍卖以下标的：珠海市麦
斯优联模具有限公司现有机器
设备一批，按现状拍卖，保证金
20万元。请将保证金于2020年
10月 19日 17时前全额支付到
如下账户：户名：珠海市麦斯优
联模具有限公司管理人开户行：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吉
大支行 账号：955088021750440
0175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电
话预约，有意者请与本公司联
系。联系电话：2517338

珠海市鸿东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1日

珠海市芝麻开门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我局查处你单位拖欠劳动者劳动报酬一案，因法律文书无法当场送

达当事人，依照《广东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珠香人社监催字〔2020〕2号）。因你单位拖欠劳
动者劳动报酬的违法行为，经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我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
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于2020年7月30日对你单位作出《劳动保障监
察行政处罚决定书》（珠香人社监罚决字〔2020〕3号），并于 2020年8月
10日送达你单位，要求你单位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指
定银行缴纳罚款，而你单位逾期未履行该义务。

现催告如下：1.请你单位于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履行上述
义务；如对履行该义务有陈述、申辩意见，请于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向我
局提出。2.如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该义务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我局
地址：香洲教育路24号，邮编：519000，联系人：邓先生，电话：0756-2518803

珠海市香洲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年10月9日

劳动保障监察文书送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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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缴了邮件EA325081683HK走私进境的GUIDI
牌短靴1双，收缴了邮件EJ911561726ES走私进境的LOTTUSSE牌平
底鞋1双，收缴了邮件EB031405442IT走私进境的Dior牌项链2条，收
缴了邮件EA316235452HK走私进境的Louis Vuitton牌旧手提包1
个，并已依法制发了收缴清单（拱九关缉收字[2020]0055号、0056号、
0057号、00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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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

通 告
由中国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投资建设的珠海220千伏金湾海上

风电场接入系统工程即将投运，线路采用单回架空及电缆混合形式，将
于10月15日带电投入运行使用。线路位于金湾区三灶镇、红旗镇，途
径大林山林地、胜利路、定七路。

特此通告。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珠海供电局

2020年10月10日

减资公告
珠海一指禅推拿中医诊所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MA53NEN76K，经
股东会决议，决定注册资本由原
来2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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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珠海海警局香洲工作站于

2020年9月21日在珠海渔女附
近海域查获一艘“三无”船只。

请船只船主持有效证件前
往我站办理相关事宜，否则按
相关法律依法处理。

珠海海警局香洲工作站
2020年10月10日

国有土地使用权确权审核结果
公 告

根据红旗镇人民政府提交的胡寿康房改房用地土地使用权确权的有
关事宜,我分局依据《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1995)国土
(籍)字第26号)对该宗地权属情况进行审核。根据珠海市测绘院出具的
《珠海市不动产权籍调查报告》(编号:20188371),现将该宗不动产权籍调
查成果公告如下：

土地位置: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光明街8号；共有使用权面积:152.58
平方米；分摊面积:76.29平方米；土地用途:住宅；

土地权属人: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人民政府；土地权属性质:国有；
土地权属来源:划拨；土地四至:北:空地；东:光明街一巷；南:巷子:西:
光明街。界址坐标：1.X:2449902.169,Y:99143.435；2.X:2449906.952,
Y:99152.466；3.X:2449893.758,Y:99159.454；4.X:2449888.975,Y:
99150.423。

如对上述公告内容有异议的,请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我
分局(地址:金湾区红旗镇广安路68号,电话:7262081)申请复核。逾期
未提出异议的或异议不成立的,我分局将按上述结果将土地使用权确权
至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人民政府名下。

特此公告。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金湾分局

2020年9月29日
(联系人:余丽君,联系电话:7262081)

广东省珠海市中级
人民法院公告
（2017）粤04强清3号
申请人李冠辉申请珠海市

赋衡投资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
案，因李冠辉向本院申请撤回对
该公司的清算申请。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五十四条第十一项之规定，本院
于2020年9月29日裁定准许李
冠辉撤回对珠海市赋衡投资有
限公司进行清算的申请并终结
珠海市赋衡投资有限公司强制
清算程序。

特此公告
二○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催告书送达公告
黄伟忠（身份证号码（澳门）：1571328（2））：
你尚未履行我机关于2020年6月15日对你作出的行政决定（珠香

卫医罚[2020]8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请你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
日内，将罚款40000元缴至珠海市非税收入罚没通知书中所列的银行。
如不履行上述义务，本机关将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将此《催告书》（珠香卫医催[2020]22号）公
告送达。请你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本机关领取催告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有异议，可在送达之日起10日内到我机关进行陈述和申辩。

联系地址：珠海市梅华东路351号后楼404室。联系电话：0756-
2264096。

珠海市卫生健康局
2020年10月9日

关于公开征求珠海唐家湾
情侣北路填海区加油站建设项目

建设意见的通告
珠海唐家湾情侣北路填海区加油站建设项目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关于珠海唐家湾情侣北路填海区加油站建设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
估征询意见网上公示https://tieba.baidu.com/p/7009466332。欢迎
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提出意见和建议，并于10月25日前可通过以下途
径进行反馈：

建设单位：中海油珠海新能源有限公司
电子邮箱：402304091@qq.com
联系人：孙大鹏 联系电话：0756-2600861
信函地址：珠海市香洲区人民西路291号第五栋日荣大厦1304

室收 邮编：519075
编制单位：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电子邮箱：839113042@qq.com
联系人：林工 联系电话：0756-3622602
信函地址：珠海市香洲区金凤路6号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弘毅楼

HA302收 邮编：519088

一名印度尼西亚女子企图在菲
律宾南部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10
日清晨在菲军方突击行动中落网。

菲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女子
名为莱斯基·范塔斯娅·鲁利，是8月
在菲南部苏禄省首府霍洛被打死的
印尼籍极端武装人员的遗孀。她当
天与另两名据信嫁给极端组织阿布
沙耶夫武装人员的女子一同被捕。

“苏禄（今年8月）发生两起爆炸
袭击后，我们一直在追查（企图制造）
自杀式炸弹袭击的外国恐怖分子，”
菲军方官员威廉·冈萨雷斯说，“自从
我们接到鲁利打算发动这类袭击的
情报，她就在我们的名单上排第一。”

菲军方说，鲁利在霍洛的住所
据信为一名阿布沙耶夫武装头目所
有。军方在当天行动中起获一件炸弹
背心和多枚简易爆炸装置零部件。

霍洛市8月24日发生两起爆
炸袭击，至少 15人死亡，75人受
伤。军方怀疑袭击由阿布沙耶夫武
装发动。

阿布沙耶夫武装上世纪90年
代初组建，主要在苏禄省等菲南部
岛屿活动，多次发动袭击和绑架人
质，2014年宣称效忠极端组织“伊
斯兰国”。菲军方估计，阿布沙耶夫
武装目前有300名至400名成员。

（新华社微特稿）

图谋发动自杀式袭击

印尼女子在菲落网

9日全球疫情简报：法俄等国
单日确诊创新高，西班牙首都进入
紧急状态。

全球数据

世界卫生组织：截至欧洲中部
时间9日15时36分（北京时间9日
21时36分），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较
前一日增加350766例，累计确诊
病例36361054例；死亡病例较前
一 日 增 加 6339 例 ，累 计 死 亡
1056186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截
至北京时间10日7时23分，全球累
计新冠确诊病例36724164例，累计
死亡病例1064832例。美国是全球
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累计确诊病例
7658559例，累计死亡213532例。

新闻事件

法国政府网站9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该国过去24小时新增新冠确
诊病例20339例，单日新增确诊病
例首次超过2万例，为疫情暴发以
来新高。

据俄罗斯防疫指挥部 9日消
息，过去24小时俄新增确诊病例
12126例，创疫情以来俄单日新增
确诊病例最高纪录。

西班牙政府9日发布公报，宣
布首都马德里及马德里自治区即日
起进入为期15天的紧急状态，以遏
制新冠病毒传播。

尼泊尔卫生和人口部9日发布
的新冠疫情数据显示，该国过去24
小时新增确诊病例2059例，累计确
诊病例数超过10万例，达100676
例；新增死亡病例10例，累计死亡
600例；累计治愈73023例。

沙特阿拉伯卫生部8日宣布，
该国新增确诊病例421例，累计确
诊338132 例，累计死亡4972例。
沙特教育部8日发表声明说，政府
有关部门在评估过去几周的疫情情
况后决定，沙特各年级学生在本学
年第一学期剩余时间远程学习。

摩洛哥卫生部8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该国过去24小时内新增确诊
2929例，创该国疫情暴发以来单日
新增最高纪录。摩洛哥政府8日宣
布，鉴于新冠疫情仍在蔓延，全国公
共卫生紧急状态将再次延长一个
月，至11月10日。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法俄等国单日确诊创新高

西班牙首都进入紧急状态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10 日
电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获悉，10月11日零时起，
全国铁路将实施第四季度列车运
行图，新图安排开行列车较三季
度进一步增加。其中，安排开行
旅客列车9800列，安排开行货物
列车20163列。

国铁集团运输部相关负责人
介绍，此次调图，是国铁集团深入
贯彻落实中央“六稳”“六保”部署
要求及第四季度运输市场特点和
铁路客货运输能力供给现状而实
施的。调图后，部分区域运输能
力明显改善。

一是闽东浙西地区运输能力
大幅提升。二是兰新客专兰州西
至西宁段运输能力调整。三是货
物运输能力进一步提高。四是中
欧班列运输能力再提高。

全国铁路今起实施
新的列车运行图

“通过！”2020年5月28日，十
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宣告中
国“民法典时代”正式到来。

这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
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民法典，在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
程上树起又一座法治丰碑，为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再添浓
墨重彩。

“十三五”时期，我国立法与时
代同步、与改革同频、与实践同发
展，一批重要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
的决定相继出台，科学立法、民主立
法、依法立法深入推进，立法工作迈
出新步伐，取得新成就。

国家立法：从“有法可依”走
向“良法善治”的步伐更加铿锵
有力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
治之前提。新时代的国家立法，从

“有法可依”走向“良法善治”。
——回应时代命题，引领推动

国家发展。
适时修改宪法，健全保证宪法

实施的法律制度，为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有力宪
法保障；先后制定国家安全法、网络
安全法等，国家安全立法取得重要
进展；编纂民法典，依法维护人民权
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制定慈善法，让慈善事业步
入良性发展的法治轨道……

——突出保障人民权益，增进

民生福祉。
制定电子商务法，让网购大军维

权更有底气；出台疫苗管理法、修订药
品管理法，用最严格制度维护广大人
民身体健康；修改环境保护法、大气污
染防治法，努力构建最严格的生态环
境保护法律制度；修改未成年人保护
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织密法网更
好保护“少年的你”……

——紧扣厉行法治，推进全面依
法治国。

制定监察法，创新和完善国家监
察制度，依法开展反腐败工作；修改个
人所得税法，推动个人所得税从分类
税制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转
变；废止收容教育，更好适应新时代社
会治理的要求；作出多项授权决定和
改革决定，确保有关改革试点在法治
框架内依法有序推进……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坚决贯彻落
实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紧紧围绕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断进行
立法创新实践，立法工作呈现数量多、
分量重、节奏快的新特点。

截至2020年8月，我国现行有效
法律279件、行政法规600余件、地方
性法规1万余件，以宪法为核心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并不断
完善，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提供了坚实法制保障。

地方立法：成为推进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的重
要方式

今年9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
了关于促进和保障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此
决定授权示范区执委会行使省级项目

管理权限，按照上海、江苏、浙江的
有关规定统一管理跨区域项目。

此前，浙江、江苏两省人大常委
会也先后通过了示范区建设相关决
定。这是两省一市人大常委会首次
就示范区建设同步作出法律性问题
决定，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建设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十三五”时期，地方立法围绕
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向国家立法看
齐，为不断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作出重要贡献，为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发挥重要作用。

1万多件现行有效地方性法
规，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生态环境等各个方面。

在地方事权范围内，各地发挥
“试验田”作用，为国家层面立法积
累成熟经验，有针对性地开展“小切
口”立法，制定某一法律或行政法规
的实施细则和办法，解决好法治通
达基层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推动
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和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

伴随地方立法权逐步扩大、立
法体制不断完善，地方立法正成为
推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
建设的重要方式。

开门立法：不断扩大公众对
立法活动的有序参与凝聚社会
共识

2020年1月，一场关于民法典
草案的意见征询会在上海市长宁区
虹桥街道召开，来自各行各业的居民
各抒己见，与立法机关面对面交流。

“大家针对涉及老百姓切身利
益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意见建议，也

切实感受到国家法治的不断进步。”
基层立法联系点信息员卞小林说。

全国人大常委会10次审议，10
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3次组织
全国人大代表研读讨论，针对意见
反映集中、争议较大的问题专门召
开座谈会……一场广泛而热烈的

“民法典大讨论”，成为法治中国的
靓丽风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开门立法取
得新进展。有关方面先后出台立法
项目征集论证、立法重大利益调整
论证咨询、重要立法事项引入第三
方评估等工作规范；建立并实施基
层立法联系点、立法专家顾问、法律
案通过前评估等制度，明确常委会
初次审议和继续审议的法律草案都
及时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

在设立四个基层立法联系点基
础上，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新增六个立法联系点，并及时修改
完善了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规则，
推动其规范化制度化。

一系列举措将有利于充分听取
基层群众对立法工作的意见建议，
有利于凝聚社会共识，对于推动实
现全过程民主具有重要意义。

回眸“十三五”，立法决策与改
革决策更加紧密衔接，立法体制机
制不断完善，立法能力稳步提升。

展望未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立
法工作必将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
向、反映鲜明的时代特征、体现坚实
的民意基础，不断发挥对改革开放
的引领、推动、规范、保障作用，在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过程中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与时代同步与改革同频
——“十三五”时期我国立法取得快速发展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最高
人民检察院与中央网信办、国务院食
品安全办等有关部门近日共同印发《关
于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配合依
法保障食品药品安全的意见》，就各部
门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配合，更
好地保障食品药品安全达成共识。

意见明确了关于食品药品安全领
域检察公益诉讼的线索移送、立案管
辖、调查取证、诉前程序、提起诉讼、
日常联络和人员交流等7方面19项
问题。

意见指出，要积极借助行政执法与
刑事司法衔接的经验做法，推进行政执
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工作衔接机制建
设。食品药品有关部门对于发生在校
园及其周边、餐饮聚集区、农贸批发市
场等区域的，涉及婴幼儿食品和药品
的，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恶劣、
舆论高度关注的涉及侵害食品药品安全

的公益诉讼案件线索，在办理遇到阻
力，或者需要多个部门协调解决的情
况下，应当及时移送检察机关办理。
要共同建立行政执法情况和公益诉讼
线索交流会商和研判机制，建立健全
信息共享机制。

意见提出探索建立管辖通报制
度。对于多个检察机关均有管辖权
的情形，上级检察机关可与被监督
食品药品有关部门的上级机关加强
沟通、征求意见，从有利于执法办
案、有利于解决问题的角度，确定管
辖的检察机关。

意见要求，检察机关在调查取
证过程中要加强与食品药品有关部
门的沟通协调。检察机关可以采取
查阅、调取、复制有关执法卷宗材
料，收集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
数据等证据，询问行政机关相关人
员等方式调查取证，食品药品有关

部门应当积极配合协助。检察机关
办案过程中，对于案件涉及的专门
性问题难以鉴定或者鉴定费用过高
的，可以结合食品药品性质特点和
案件其他证据，并参考食品药品有
关部门意见、专家意见等予以认定。

意见明确，检察机关应在立案
后七日内将立案情况告知食品药品
有关部门，听取行政机关意见。被
监督行政机关十五日内未采纳检察
机关意见或者国家利益、社会公共
利益未能得到有效保护的，检察院
应当继续调查。经过诉前程序，食
品药品有关部门仍未依法全面履行
职责，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仍然处于受侵害状态的，检察机关
应当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食品
药品有关部门应依法参与诉讼活
动，检察机关依法支持消费者保护
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最高检与食品药品有关部门联合发文：

加强协作配合保障食品药品安全

10月9日，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一处检查点，警察执行“封城”任务。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