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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卫生和计

划生育办公室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5850016225403，编号
58100773174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虎巨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MA526KB809；遗 失 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王银华遗失与珠海市巨鹰汽车

运输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
书，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陈家炭佬

鸡煲店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够谱出行科技(天津)有限公司珠
海分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风云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金湾区日森包装材料经
营部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4040460004434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农机协会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亚业贸易有限公司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正本，编号：JY14404
04005335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大元化工有限公司遗失

发票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常 学 勤 遗 失 医 师 资 格 证
（199844141440402581220613）发
证1999.5，声明作废。

丁轩遗失医师执业证书，编码：
110440400002224，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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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市公安局斗门分局申请
下述用地的土地使用权权属确认:

宗地位置:珠海市斗门区斗门
镇大马路60号

宗地面积:460.10平方米
宗地四至: 东至道路 南至巷

道 西至赵池、余耐良 北至 赵
欣荣、范泽权、赵锦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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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06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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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斗门分局
2021年2月25日

土地使用权确权公告

尊敬的华发城建国际海岸花园业主：
华发城建国际海岸花园翡翠湾、钻石湾（18#、19#地块）地

下车位已完成确权，公开销售日期等相关信息以华发城建国际
海岸花园项目官方发布信息为准，敬请留意。

销售中心地址：华发琴澳新城旗舰销售中心
咨询电话：0756-2991888
特此通告！

珠海市海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华发城建国际海岸花园翡翠湾、钻石湾
（18#、19#地块）车位销售通知

房屋权利人寻找启事
银坑蚝场旧居住区搬迁项目是珠海市政府重点推进的民生工程。

由高新区管委会对位于银坑蚝场旧居住区范围内国有建设用地上的房
屋实施搬迁，就近安置。自启动搬迁工作以来，以下被搬迁房屋权属人
尚未向政府主张相关权益。请以下房屋权属人或其直系亲属见报后于
2021年3月1日前与高新区银坑蚝场搬迁工作组联系，主张相关权益，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联系地址：珠海高新区银坑大浪湾便桥旁
联系电话：0756-3616295、3616980

珠海市唐家湾镇人民政府
2021年2月25日

有关房屋情况表
序号
1

姓名
卓燕群

地址
银坑蚝场145号

产权证编号
珠房字030259

产权证面积（㎡）
41.21

减资公告
珠海市达华实业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04007657297335,经股东
会决议，决定注册资本由原来
10283万元港币减至7283万元
港币，请债权人自公告起4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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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讣 告
广东省军区珠海离职干部休养所正师职离休干部、湖南省军区原政

治部顾问杨玉涛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2月23日21时00分在
南部战区总医院逝世，享年89岁。

杨玉涛同志遗体送别活动，定于2021年2月28日（星期日）上午10
时00分，在广州市殡仪馆8号厅进行。经协商家属意见，疫情期间，从快
从简办理。

特此讣告
广东省军区珠海离职干部休养所

2021年2月24日

新华社银川2月24日电 随着
电视剧《山海情》的热播，其拍摄地
宁夏永宁县闽宁镇走入全国观众的
视野，春节期间吸引了许多游客前
往“打卡”。

《山海情》讲述了20世纪90年
代，宁夏西海固贫困群众在政府号
召下移民搬迁到贺兰山脚下的闽宁
镇，在福建援助下改造荒滩、开拓家
园的奋斗故事，剧中大部分情节来
自现实。

福宁村村民赵鸿是剧中马得宝
的原型之一，也是剧组的民俗顾
问。他的农家文化大院里收藏了剧
组留下来的大部分道具，成为游客
探访的热门“景点”。

一进院子，首先映入眼帘的就
是一块刻着“金滩村”字样的村牌，
许多游客争相与之合影。房屋内陈
列着许多老物件，“这是李大有的烟
斗，这是得福的自行车，这是永富的
轮椅……都是剧组从村民家搜集来
的。”赵鸿向游客介绍道。

“从大年初二到初七，至少接待
了5000多人，大部分来自银川市，
还有安徽、四川等地来自驾游的。”
赵鸿说，很多人来这里不仅是为了
追星或追剧，而是寻找“乡愁”。

66岁的银川市民王胜成在家
人陪伴下专门开车来闽宁镇转了一
圈。“20世纪90年代我因为工作来
过当时的闽宁村，和电视剧里拍的
一样，当时连一棵树都看不到，现在
变化太大了。”

银川市民张夏将闽宁镇之行作
为5岁女儿的“开学第一课”，她对
着村民用过的拉水车，讲起了西海

固群众的吃水难，教育女儿不能浪费
水。“现在的孩子过得太幸福了，要知
道过去的苦，才能珍惜现在的甜。”

电视剧搅热了闽宁镇的旅游市
场，多个旅行社开辟了《山海情》旅游
产品。宁夏振兴教育旅行社大年初五
推出“走进闽宁镇、感悟《山海情》”红
色旅游线路，精选了闽宁镇史馆、闽宁
镇大牌楼、园艺村、赵鸿文化大院、蘑
菇种植基地五大打卡点。

“游客期盼获得更深层次的文化

体验。”这家旅行社的导游叶榆宁告
诉记者，目前已发了两个团，共70
多名游客。他们在园艺村从首批移
民中挖掘出具有代表性的3户，游
客可以到农户家里，边吃烤洋芋、馓
饭、搅团等“忆苦思甜饭”，边听移民
讲述当年的奋斗故事。

“我们的目标是发展20户左右
的移民，把他们培训成文化讲述者，
每年可获得1万元左右的收入，拓
宽致富增收的路子。”叶榆宁说，今

年是建党100周年，闽宁镇是个鲜
活的红色文化旅游基地，将会吸引
更多游客。

永宁县也准备借助“山海情”IP
盘活闽宁镇全域旅游资源。闽宁镇
还有红树莓产业园、光伏农业产业
园、葡萄酒庄、明长城遗址等，永宁
县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周永平说，
下一步永宁县将开发更多旅游产
品，让旅游业成为闽宁镇经济新增
长点，带动更多村民就业。

《山海情》助推
闽宁镇成“网红打卡地”

电视剧《山海情》海报。 资料图片

新华社郑州2月24日电 体形
清瘦、削肩细腰的陶仕女俑，身着宽
大汉服，文静含蓄；简单修复后的陶
马，或张嘴嘶鸣、或闭嘴发力，威风
凛凛……近日在清理黄河孟津会盟
段河道内古墓群时，洛阳市文物考
古研究院发掘出土十余件西汉彩绘
陶仕女俑和陶马，再现西汉盛世。

“这是洛阳首次发现完整的西
汉陶仕女俑和陶马。”洛阳市文物考
古研究院院长赵晓军说，此前洛阳
地区古墓葬中出土的多为陶俑头、
陶马头，完整的陶仕女俑、陶马实属
罕见。

据介绍，仕女俑呈站立、跪坐两
种姿态，站立仕女俑高约60厘米，
跪坐仕女俑高约40厘米，身上留有
橙红、浅黄、深红等彩绘痕迹。根据
服饰、发髻及制作工艺等，结合墓葬
形制，考古人员确认她们来自西汉。

有趣的是，陶仕女俑、陶马的头
和身体出土时自然分开。“分开不是
被损坏了，而是本就如此。”发掘现
场负责人刘斌介绍，陶仕女俑和陶
马的身体上方有一个孔洞，与头部
下方的孔洞正好对应，原本应有某
种“连接件”将头和身体拼插在一
起。

细细观察，一些仕女俑的袖口
位置还有圆形小洞。考古人员推

测，这些是“她们”的手或手中所拿
的器物，但可能是用易腐朽材质制
作，已湮没于历史长河。陶马四肢
部位也有孔洞，可能原本安装有马
足。

去年12月，洛阳市文物考古研
究院在黄河孟津会盟段南侧河道内
发现一处汉代墓葬群，包括各类（含
水面下）墓葬110余座。经国家文

物局批准，现已发掘清理空心砖墓
39座、小砖墓18座，出土陶壶、陶
鼎、陶敦、陶罐、陶鸡、陶狗、陶案、陶
圈等各类文物200余件。

“墓葬群位于邙山北麓、黄河南
岸。因黄河历代摆动改道变迁，历
史记载中这片区域内的城址、渡口
等一直未能准确定位，此次发现为
研究黄河沿岸社会变迁提供重要线
索。”刘斌说。

受黄河水位上涨影响，现场
考古发掘工作目前已暂告结
束，转入室内资料整理阶段。
文物部门表示，将继续在周边
展开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全
面提取历史信息，为后续展示
利用做好准备。

河南洛阳：

西汉彩绘陶仕女俑“现身”黄河边

黄河孟津会盟段河道内古墓群出土的西汉陶仕女俑。 资料图片

法国检察机关23日证实，“大
鼻子情圣”、俄罗斯籍法国影星热拉
尔·德帕尔迪厄已受到强奸和性侵
指控。

这起案件2018年启动调查，
2019年因证据不足停止调查。不
过有法国媒体爆料说，检方于2020
年夏季重启调查，同年12月对德帕
尔迪厄发起强奸和性侵指控。

巴黎检方23日证实媒体消息
属实，检方已于去年12月16日指
控德帕尔迪厄强奸和性侵。

据法国媒体报道，一名20多岁
的女演员指认德帕尔迪厄在他位于
巴黎的家中强奸和性侵她，事发日
期是2018年8月7日和13日。女
演员同年8月在法国南部报警，后
来由巴黎执法部门接管此案。女演
员的身份未予公开。德帕尔迪厄的
律师特米姆尚未作出回应，不过，特
米姆此前说，德帕尔迪厄“绝对否认
任何强奸、性侵或其他犯罪指控”。

德帕尔迪厄现年72岁，因主演
《大鼻子情圣》走红全球。他不满法
国政府向富人征收重税以及提高财
产继承税税率的政策，2012年 12
月宣布放弃法国国籍。德帕尔迪厄
曾盛赞俄罗斯以及俄总统弗拉基米
尔·普京。普京2013年1月宣布授
予德帕尔迪厄俄罗斯国籍。

（据新华社微特稿）

“大鼻子情圣”
被控强奸和性侵

新华社石家庄2月24日电 太
子城高铁站外，医务人员在封闭式
的正压标本采样间为进出旅客进行
全程无接触的咽拭子采样，样本在
送往闪测方舱核酸快检实验室1个
小时后，受检人员就能通过手机查
询到检测结果。

记者采访了解到，日前河北崇
礼冬奥核心区共投入使用4所方舱
核酸快检实验室，可实现即达即检，
样本流转时间大幅减少，检测效率
大幅提高。

崇礼区副区长张楠介绍，太子
城高铁站是崇礼重要的交通枢纽，
也是太子城冬奥场馆核心区的主要
对外交通门户。方舱核酸快检实验
室投运，极大方便了旅客，也成为崇
礼疫情防控外防输入的一道重要屏
障。

除了这座太子城高铁站方舱快
检实验室外，奥运核心区内还设有
转枝莲检查站和京礼高速崇礼高速
服务区2个固定的核酸快检点，形
成了集铁路、高速、省道为闭环的防
控检测网络。

“核心区内还配备了一台机动
灵活，可实现即开即走、即达即检的
移动式核酸快检方舱，可满足赛场、
车站、应急现场等人流量较大场所
的就地检测需求。”太子城高铁站疫
情防控团队负责人白雅文说。

张楠介绍，目前4所方舱核酸
快检实验室正常运转可实现单日单
采快检样本达5472人份，单日混采
快检样本达54720人份，不仅可满
足当前常态化疫情防控的检测，预
计还可以满足未来冬奥会期间核心
区的核酸检测需求。

闪测方舱核酸快检实验室
亮相崇礼冬奥核心区

这 张 航 拍
视 频 截 图 显 示
的 是 2 月 23 日
在 美 国 洛 杉 矶
郡 拍 摄 的 高 尔
夫球手泰格·伍
兹的车祸现场。

美 国 著 名
高 尔 夫 球 选 手
泰格·伍兹23日
在 洛 杉 矶 郡 一
起 车 辆 侧 翻 事
故中受伤，后被
送往医院治疗。

新华社发

泰格·伍兹遭遇车祸

2 月 23 日，拜仁慕尼黑队球员
莱万多夫斯基（前）在比赛中。

当日，在意大利罗马进行的
2020-2021赛季欧冠联赛八分之一

决赛首回合比赛中，德国拜仁慕尼
黑队客场以4∶1战胜意大利拉齐奥
队。

新华社发

欧冠联赛：拜仁客场胜拉齐奥

2 月 23 日，捷克自由潜水者戴
维·文茨尔在捷克特普利采附近的
瓦彭卡湖庆祝打破冰下游泳世界纪
录。

当日，未穿任何潜水衣的文茨
尔在 30 厘米厚的冰面下一口气游
出80.9米的距离，创造了新的吉尼
斯世界纪录。 新华社发

捷克男子打破冰下游泳世界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