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落实省、市关于坚持产业第一，大力发展实体经

济，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一流产业集聚区的要

求，拟将西部沿海高速西侧，五桂山东侧A308a编制单

元范围内规划用地进行调整，以建设大湾区智造产业

园，由于拟调整规划指标与控制性详细规划不一致，我

分局组织开展了《珠海市高新区金鼎组团A308a编制

单元（珠海大湾区智造产业园及配套服务设施项目）》控

制性详细规划修改编制工作。根据《珠海市城乡规划公

开公示管理办法》要求，为增加城乡规划的透明度，充分

征求公众及利害关系人的意见，现对控制性详细规划修

改方案进行批前公告，内容详见珠海市自然资源局官方

网站和项目用地现场，公示时间为30日（2022年6月8

日至2022年7月7日），若利害关系人对公示内容有异

议，可在公示期内向我分局反馈相关意见。

有效反馈意见方式：书面意见注明联系人姓名、联

系电话、联系地址，送（或邮寄）至珠海市唐家镇港乐路

1号大洲科技园政务服务中心珠海市自然资源局高新

分局服务窗口；联系电话：0756-3310171。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高新分局

2022年6月8日

珠海市高新区金鼎组团A308a编制单元
（珠海大湾区智造产业园及配套服务设施项目）

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批前公告
东桥旧村更新项目S5地块为教育用地，规划建设小学一所。

珠海市绿景东桥投资有限公司是东桥旧村更新项目的实施主体，
现申请办理S5地块的用地手续。经查，S5地块无地上建筑物，且
无不动产权登记，基本具备供地条件，现予以公示。异议人请在公
示期内反馈意见。

公示时间：2022年6月8日至2022年6月14日（7天）；
有效反馈意见时间：公示期内；
有效反馈意见方式：书面意见并注明联系人姓名、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送（或邮寄）至珠海市香洲区城市更新局（联系地址：珠
海市香洲区红山路288号国际科技大厦15楼1506室，联系电话：
0756-2617901）。

附件：东桥旧村更新项目S5地块范围示意图

珠海市香洲区城市更新局
2022年6月8日

公 示

遗失声明
珠海市体育运动学校医疗所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晴天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4
00000249601；遗失公章、财务专用
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桸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俞美胶粘行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公章一枚，注册号：
44040260018414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瑶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遗失私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王兰荣遗失珠海市金湾区金海
岸名都商住别墅城二区二街211栋
13房屋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发票1张，
发票代码244041209990，发票号码
01998735，金额20万元，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进亿进出口（珠海）有限公司遗

失法人私章一枚，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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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珠高速公路珠海段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债务全面清偿的公告

各相关单位：
我司于2021年9月30日与珠海珠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签署江珠高速公路

珠海段项目收费权转让协议，将持有的江珠高速公路珠海段项目2021年1月1
日（含）至2031年5月15日（含）的收费权及与收费权关联的路产路权、广告经
营权、服务设施经营权、土地及房屋等资产转让至该单位，收购资金专项用于清
偿公司债务。

一、债务清偿情况
在各债权人的支持配合下，自2021年9月30日至2022年5月31日，公司

已全面向债权人清偿了公司所有债务。
二、公告期
2022年6月8日-2022年8月5日（公告60日）。
三、意见反馈及处理方式
公告期内，如对江珠高速公路珠海段有限公司债务清偿事项有意见或异议

的，请以书面形式将意见及证明资料提交至江珠高速公路珠海段有限公司（联
系地址：珠海市斗门区江珠高速公路大托管理中心；联系人：黄先生；联系电话：
0756-5510005）；如各相关单位未在公告期内提出意见，则视为同意江珠高速
公路珠海段有限公司债务清偿事宜。

江珠高速公路珠海段有限公司
2022年6月8日

尊敬的华发又一城二期、三期、四期业主：
华发水郡花园三期B区1-5栋和12-18栋（推广名：华发又一城二期）、华

发水郡花园三期B区24-33栋（推广名：华发又一城三期）、华发水郡花园三期
C区6-11栋和19-21栋（推广名：华发又一城四期）地下车位将于本通告登报
之日起接受业主认购（认租）登记，敬请有意向认购（认租）车位的业主携带本人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和有效业主证明原件（不动产权证、商品房买卖合同或贷
款合同及对应的贷款流水、或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开具的房产证明文件）到
华发又一城销售中心办理认购（认租）登记手续，具体销售日期以华发又一城销
售中心发布信息为准。

销售中心：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水郡三路
咨询电话：0756-5888888
特此通告！

珠海华郡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零二二年六月八日

华发又一城二至四期车位销售通告

环球热点热点

华夏聚焦聚焦

2022年高考作文题，
透露哪些语文教育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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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命题关键词？

今年高考作文题的主题围绕时代
奋斗、生活哲思、文化经典展开。

高考作文题多次直面时代重大事
件。今年，冬奥会与冬残奥会、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等主题进
入命题视野。

全国乙卷结合“北京：双奥之城”
的材料，要求以“跨越，再跨越”为主题
写一篇文章，体现感受与思考；新高考
II卷的作文题，要求结合不同行业奋
发有为的人物典型，以“选择·创造·未
来”为题作文；浙江卷则关注创新驱动
对未来发展的启示。

高考语文命题组专家表示，全国
乙卷作文围绕“双奥之城”组织信息，以
表格和数据的形式，直观呈现我国综
合国力的跨越式发展，激发爱国热情，
引导学生体会冬奥精神的深刻内涵。

专家认为，近几年作文考题的一
大趋势，是紧密联系时政热点与现实
生活，且结合得越来越巧妙。学生关
注国家与时代发展的动态，就会有更
多发挥空间。

有的作文题目更强调结合个人体
验书写对生活的感悟。比如，天津卷
的“寻常烟火，就是最美的风景”，全国

新高考Ⅰ卷着眼围棋中“本手、妙手、
俗手”的启示意义等。

高考语文命题组专家表示，材料
强调“本手”的“合乎棋理”和“功夫扎
实”“理解深刻”，意在启示一线师生，
基础不是知识的简单记忆，不是技能
的机械训练，而是对基本概念和规律
的掌握融通，阐明目标远大和磨砺功
夫、基础扎实和创新创造的辩证关系，
引导学生遵循认知与能力培养的基本
规律，守正而后创新。

此外，对经典与传统的重视也充
分体现在高考作文中。全国甲卷以
《红楼梦》的“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为材
料，请学生结合学习和生活经验写一
篇文章。北京卷的“学习今说”，也从
古人的“学不可以已”谈起，思考现在
对学习的理解与古人的异同之处。

侧重考查哪些能力？

如何具备家国视野与时代精神，
已成为青年一代的必答题。

“共青团成立百年是今年的热点
话题，这种出题思路对高中生关注时
事能起到引导作用。”辽宁省特级教师
赵志彦说，作文题目强调青年人的使
命和担当，学生的理想信念、爱国主
义、奋斗精神，这也一直是平时学校教
育、语文教学等关注的重点。

逻辑思辨与表达能力依然是考查
重点，且难度有所提高。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部分题目在
设置上难度有所提高，对学生综合联
想、材料理解和思辨能力提出了更高
要求。”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语文老
师曾一鸣说，近几年，作文题的哲理意
蕴加深，更加强调对学生语文素养、综
合表达等能力的考查。

辽宁省本溪市教师进修学院副院
长夏冬梅说，语文作为一门综合性、实
践性课程，应着力在教学实践中培养学
生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思维能力，将
培育核心素养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同时，对人文知识的考查，也进一
步从熟悉背诵向灵活运用转变。

曾一鸣说，作文题越来越多考查
经典与文化，比如《红楼梦》这个题目，
如果对古典文化知识掌握得比较好，
就会更充分理解和分析材料，表达得
更到位。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滕威
说，全国新高考Ⅱ卷作文题中，“科技
发展、文化传承、创新精神”是材料隐
含的关键词。自命题作文能考查出学
生的思想深度，更为作文素养好、阅读
底蕴厚、思辨能力强的学生提供多元
的思维空间，凸显语文学科的育人价
值，真正考查学生的必备知识和关键
能力。

透露语文教育哪些趋势？

中学语文特级教师王大绩说，梳
理近6年的课标卷作文题目不难发
现，家国情怀、时代精神、生活哲理、文
化传承等主题反复出现，“这些均是一
个高中毕业生必须具备的思想基础”。

——学会书写时代与国家主题。
引导学生更加关心时政是近年来

的命题趋势。高考作文如同社会微缩
景观，映照出鲜明的时代图景。

如近年来的北京卷作文题，更加

强调青年与时代家国的联系。从“我
与民族英雄过一天”“共和国，我为你
拍照”到“新时代新青年”“论生逢其
时”……这一趋势旨在引导学生更多
从“小我”的世界中走出，扩展家国视
野、思考时代命题。

——懂得传统与现代融合。
不难看出，作文题也更加重视对

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从取材古代
文化典籍到对历史人物的不同评骘，
从“文明的韧性”到“中国味”，这些题
目要求学生深化对中华文化精神内核
的领悟，而非停留于浅层论述。

同时，彰显国家科技发展、时代
风貌的主题更多走入高考作文，如

“虚拟与现实”“科学与强国”等。
专家表示，这要求学生既要品经

典、咀英华，又要保持开放性，于感悟
中传承与弘扬。

——具备一定思辨能力。
近年来高考作文中思辨与说理

的比重在增加。如“幸存者偏差”“物
各有性”“得与失”等题目，都在强调
哲学思辨与多维视角。2020年的11
道作文题中，至少有4道与思辨有关。

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熊
丙奇认为，一方面，材料作文在命题
上逐年成熟；另一方面，给定材料的
范围在不断扩展，为学生进行思辨和
表达提供了更充分的空间。学生应
在平时学习中培养开放性思维，独立
思考，建立观点，敢于质疑。

——拥有丰富真挚的情感。
多次参与高考阅卷的王大绩认为，

写作考查作文，更考查做人。能够打动
阅卷人的往往是能写好熟悉生活，表达
真情实感的作文。“一篇作文要想获得
阅读者的青睐，总要让人获得一点儿知
识、思想、启发、愉悦、美感……”王大绩
说。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新华社伦敦6月6日电 英国首相
约翰逊6日晚在保守党对他进行的不
信任投票中过关，留任保守党领袖和英
国首相。

英国议会下院保守党议员团体
“1922委员会”主席布雷迪6日上午宣
布，该委员会收到党内议会下院议员要
求对首相进行不信任投票的信函超过
规定所需的54份，因此不信任投票将
于当晚举行。

保守党在议会下院的359名议员

参加当晚不信任投票。投票结果显示，
约翰逊获得211名议员的支持。

约翰逊随后表示，表决结果“有说
服力和决定性”。英国政府和保守党接
下来将团结一致，集中精力应对“对民
众而言真正重要的事情”，包括应对生
活成本上涨。

“1922委员会”由保守党议会下院
普通议员组成，在决定首相人选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按规定，若首相未能在本
党内不信任投票中获得过半数信任票，
就应辞职，由党内选举新领袖；若首相
赢得过半数信任票，则一年内党内不能
再对其进行不信任投票。

在党内不信任投票中过关

约翰逊留任保守党领袖和英国首相

2022年高考于7日拉开帷幕。印刻时代记忆、承载个人体验的
高考作文题依然备受瞩目。

7日上午举行的高考语文考试共有7套试卷，其中教育部教育考
试院共命制全国甲卷、全国乙卷、新高考I卷、新高考II卷4套，北京、
天津、浙江自主命题3套。

从今年的作文题中，能读出哪些考查重点与教育风向？“新华视
点”记者采访多位专家进行解读。

6月6日，中国首款无限MUGEN
原厂量产车型——飞度无限 MU-
GEN版热血上市，市场指导价9.68万
元起。同时，飞度无限MUGEN版开
启了“线上销售+线下体验和服务”的
新销售模式。

作为Honda精神的代表作，飞度

始终以超高价值的产品力、全面向上
的品牌力，追求更高阶的驾驶乐趣，
持续刷新两厢车价值标杆，拥有全
球近800万、国内超130万粉丝。而
无限MUGEN是本田运动之魂的传
承与延续，也是本田粉心中的信仰符
号。飞度与无限MUGEN的结合，原

汁原味地继承了本田对于驾驶乐趣
的不倦追求，将热血、运动基因、高品
质与飞度完美融合，以一步到位的超
强运动感带给心怀梦想的Z世代人
群更多选择，让信仰落地，续写热血
传奇！

为了实现国内车迷们的无限梦
想，中国首款无限MUGEN原厂量产
车型——飞度无限MUGEN版携信
仰之力而来。新车采用全新的定制版
前中网、更运动的定制版包围、定制版
运动扰流尾翼，以及熏黑运动型轮辋，
以更高的品质追求和一步到位的运动
感让“超跑”再度进化。还有专属的无
限MUGEN品牌徽标，象征着新车不
断挑战极限的热血运动精神。为给到
用户畅通无阻的驾驶乐趣，飞度无限
MUGEN版上牌合规、行驶合规，且
装配的套件同享整车质保，并属保险
理赔范围，给用户带来无忧的用车体
验。此外，飞度无限MUGEN版还特
别发行了专属序列标牌。

传承超跑基因，飞度无限MU-
GEN版动力搭载“地球梦科技”1.5L

直喷DOHC i-VTEC发动机，搭配
CVT变速箱，最高功率达96kW，最
大扭矩达155N·m，可实现碾压同级
的加速性能。新车还对行驶性能做
了优化调校，通过油门全开加速时的
升档控制和Honda 独有的G-De-
sign Shift控制技术，实现线性的加
速感受，带来更具高级感的行驶体
验。有媒体表示，“飞度无限MU-
GEN版每一处极具质感的细节设计，
都会让车迷们感到热血沸腾”、“兼备
高品质做工、运动质感和热血气息，
为信仰赋予了更为热血激情、更为运
动个性的底色。”

无论是飞度自身的实用性和可
玩性，还是无限MUGEN加持所带来
的热血信仰及高品质保证，都使得飞
度无限MUGEN版实现“超跑”再进
化，不仅降低了年轻人享受Honda运
动魅力的门槛，为本田粉带来无限信
仰；而且为飞度品牌注入新鲜血液和
信仰魅力，兼容实用和情怀，成为中
国两厢车市场中独特的存在，再续热
血传奇！ （小勇）

9.68万元起

广汽本田飞度无限MUGEN版热血上市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全国自
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部际协调机制
第一次全体会议暨全国自建房安全专
项整治工作推进视频会议7日在北京
召开。会议强调，对经营性自建房集
中开展“百日行动”是当前工作的重中
之重。要盯紧盯牢关键环节和重点任
务，聚焦3层及以上、人员密集、违规
改扩建的经营性自建房，加快推进排
查整治。

会议强调，对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不具备经营和使用条件的，立即采取
管控措施，做到“人不进危房、危房不
进人”。要真抓实干，真正摸清本地区
自建房底数和现状，确保排查数据全
面、真实、可靠。要倒排时间，早部署、
早排查、早处置，不等不靠，确保按期
完成目标任务。

同时，动员各方力量共同推动专
项整治，排查力量向基层下沉，发挥好
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好城
管和各专业执法队伍、村（社区）“两

委”、物业的前哨和探头作用。大力发
动群众参与，形成群防群治的良好工
作局面。充分发挥行业部门作用和专
业优势，用好行政许可、行业准入和事
中事后监管等管理手段，完善全链条
监管，强化审批后监管。

会议强调，要加强宣传引导，广
泛开展房屋安全科普教育，提高全社
会房屋安全意识，引导各方面支持自
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形成良好的
社会氛围。要注重方式方法，耐心细

致做好群众工作，妥善化解矛盾纠
纷。

会议指出，要在扎实开展“百日
行动”的基础上，抓紧建章立制，及时
总结经验，将好的做法上升为管理制
度。积极推进地方房屋安全管理立
法工作，突出抓好房屋安全体制、机
制和法制建设，研究建立房屋体检、
住房养老金和房屋质量安全保险等
制度，加快建立健全房屋安全管理长
效机制。

我国加快推进自建房安全排查整治

意大利警方7日说，多国警方联手
打击哥伦比亚最大贩毒集团“海湾帮”，
缴获4.3吨可卡因，案值高达2.4亿欧元。

路透社以意大利警方为消息源报
道，哥伦比亚、美国、意大利、克罗地亚
等多国警方联手，调查南美洲贩毒组织
与欧洲买家之间的一张“稠密网络”。
警方调查一年多，查清许多中间人、运
货人等角色，随即着手逮捕犯罪分子并
没收毒品。

“海湾帮”是哥伦比亚最大贩毒集
团，最猖獗时据称有3000多名成员，
目前有大约 1200 名成员，在哥伦比
亚近三分之一省份活动。这一犯罪团
伙主要向欧洲、美洲等地走私毒品，贩
毒网络蔓延到28个国家和地区，哥伦
比亚大约30%至60%的可卡因据称经
该团伙之手走私到海外。这个贩毒集
团还涉嫌勒索、非法采矿和谋杀等诸
多罪行。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海湾帮”贩
毒网络也牵扯到许多其他犯罪组织，
例如意大利黑手党组织“恩德朗盖
塔”。“恩德朗盖塔”发端于亚平宁半岛

南端的卡拉布里亚地区，以家族血缘
关系组建，是意大利三大主要黑手党
势力之一。

警方已经对38名嫌疑人发出逮
捕令，这些嫌疑人据信身处意大利、斯
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保加利亚、荷兰
和哥伦比亚6个国家。

意大利警方说，这次缴获毒品规模
之大，在历次缉毒行动中实属罕见，“再一
次沉重打击了哥伦比亚最大贩毒集团”。

就在去年10月，哥伦比亚执法部
门发起“冥王行动”，出动特种部队在内
的500多名士兵、22架直升机，在西北
部安蒂奥基亚省丛林中抓获“海湾帮”
头目代罗·安东尼奥·乌苏加，重挫该贩
毒集团。

乌苏加别名“奥托涅尔”，现年50
岁，上月4日被引渡到美国。“海湾帮”
随后发起报复行动，在哥伦比亚32个
省中的9个省闹事，或纵火焚烧车辆、
或恐吓勒索居民，导致许多城市的交通
中断、商业活动暂停。哥伦比亚政府同
月增派军警，以保障公路畅通、恢复商
业活动。 （新华社专特稿）

多国联手重挫哥伦比亚最大贩毒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