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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告
因斗门乾务片区排水管网工程施工需要，现决定

于 2022 年 6月 22日至 11月 11日，对珠峰大道、商业街、

盛兴二路、乾湾路、湾口路、狮群路、盛兴五路、富湾五

路、乾西路、东奥工业区支路以及湾口工业园支路一、

支路二、支路三、实行分阶段半幅部分路段的交通管制

措施。请过往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注意交通安全。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2年6月21日

遗失声明
珠海春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发票专用章、财务章各一枚，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女神国度时尚美容服务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合同专用章各一枚，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区江村股份合作公司

因不慎遗失中国共产党珠海市香洲区
江村股份合作公司支部委员会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锐捷房车租售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0400MA4WUNG28D；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
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不慎遗失

广东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统一票据存根
联共 250 份和空白票 1 份，票据号：
AY92133101- AY92133200、AY92
133751- AY92133850、AZ172618
01- AZ17261850、AZ29417200，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银上品首饰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077929184F；遗失公章、发
票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刘译文不慎遗失与珠海市和

亿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商铺租赁合
同，编号为：202106222以及《履约保
证金》收据壹张，编号为：8438140，总
金额：壹万贰千壹佰叁拾元整。特此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御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深圳市国信招标有限公司珠海分公
司遗失业务专用章（2）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阅设家居有限公司遗失合同

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宏进基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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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聚焦聚焦

信心·机遇·共赢
——从第三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看中国市场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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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

当前，中国经济正逐步克服疫情等
不利因素影响。多家跨国公司负责人
表示，他们对中国市场仍然充满信心。

美国化工巨头陶氏公司已连续三
届参加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
年，陶氏公司亚太区总裁彭睿思身在
国外，选择线上参会。

“我们对中国市场的承诺和信心
从未改变。相比其他市场，中国有广
阔的市场和发展空间、不断升级的消
费需求、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供应链生
态，这些独特优势为包括陶氏在内的
跨国企业提供了宽广舞台。”彭睿思说。

法国液化空气集团目前在中国设
有120多家工厂，遍布40多个城市，

拥有约5000名员工。液化空气中国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柏昊天表示，中国
在提高自身产业链和供应链韧性的同
时，也为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完整
和稳健作出了贡献，向国际社会提供
抗疫物资、日用品、工业产品等。

今年峰会期间，生物制药企业阿
斯利康正式宣布在华扩大投资，计划
在山东青岛投资建设生产供应基地并
设立区域总部。

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国际
业务及中国总裁王磊表示，阿斯利康
此次对青岛生产供应基地的投资建
设，旨在进一步推动青岛市生物医药
产业发展。“我们将继续坚定在中国加
大投资的信心。”

商务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
年1月至5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56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3%。

机遇

总部位于美国的空气产品公司在
中国发展已有35年，是首批进入中国
市场的跨国气体公司。去年8月，公司
在山东的首座自有加氢站——淄博桓
台示范加氢站已建成，可为当地数条公
交线路及多个物流车队提供加氢服务。

“我们将继续拥抱‘绿色中国’的
发展机遇，从氢能、气化和碳捕集利用
三个领域加快创新解决方案和大型示
范项目的落地实施，助力‘双碳’目标

的实现。”空气产品公司全球副总裁、
中国区总裁苏俊雄说。

日本丸红株式会社会长、日本贸
易会会长国分文也表示，他们将继续
在医疗保健、新能源等绿色业务方面
与中国公司展开合作。“我们未来将加
强在绿色产业领域的投入。”

韩国SK集团首席副会长崔再源
说，未来SK集团将积极扩大在氢能、
可再生能源等环境领域的全球布局，
与中国携手同行，为全球碳减排贡献
力量。

贝克休斯公司全球副总裁、中国区
总裁曹阳表示，本次峰会所设置的推动
绿色低碳转型、实现“双碳”目标等具有
时代及引领性的议题，与贝克休斯谋求
在中国的发展、致力于推动能源安全和
能源转型发展思路不谋而合。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说，跨国公
司参与并见证了中国对外开放全过
程，为我国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升级和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当
前，中国已经进入了新发展阶段，构建
新发展格局、积极商签自贸协定、推动
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发展等为跨国公
司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共赢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在青岛峰会期间发布的研究报告认
为，跨国公司作为中国融入全球供应

链体系的重要纽带，在推动中国适应
全球供应链调整、实现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今年是特斯拉进入中国的第9个
年头。“特斯拉不断深化本土合作，构
建起更加完善的新能源汽车出行生
态网络，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条日
臻完善。”特斯拉公司全球副总裁陶
琳说。

凭借在中国市场汲取的澎湃动
力，这家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先行者自
身发展也驶入“快车道”。陶琳表示，
上海超级工厂正持续成为特斯拉最
重要的出口基地和生产中心，2021年
上海工厂向全球用户交付超过48万
辆纯电动汽车，贡献特斯拉全球交付
量半壁江山。

总部位于德国的跨国公司费斯托
早在20世纪 80年代就进入中国市
场，近年来也不断增加在华投资规
模。“费斯托在中国正加速在5G、生命
科学、制药、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等细
分行业的战略布局。”费斯托大中华业
务区运营副总裁姜作林表示，他们将
积极优化供应链，推动中国各行业合
作伙伴的自动化与数字化转型升级。

观察人士指出，面向未来，中国
开放的大门越来越大、营商环境越来
越好、发展机遇越来越多，跨国公司
和中国将在更高水平合作中互利共
赢。 新华社青岛6月21日电

第三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
会19日拉开帷幕，来自境内外476
家世界500强企业和行业领军企
业的负责人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参
会，共同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互利
合作的机遇和趋势。诸多与会跨国
公司负责人认为，中国仍是全球投
资重要目的地，期待把握在中国发
展的新机遇，实现互利共赢。

俄罗斯外交部21日说，俄方当天
召见欧洲联盟驻俄代表团团长马库
斯·埃德雷尔，就俄飞地加里宁格勒州
遭欧盟成员国立陶宛“封锁”提出强烈
抗议。俄方要求立即解除相关限制，否
则将予以回击。

加里宁格勒州是位于波兰和立陶
宛之间的俄罗斯飞地，主要通过铁路和
天然气管道从俄罗斯其他地区获得货
物和能源。两者之间的唯一一条铁路
途经立陶宛。

欧盟对俄新一轮制裁生效后，立陶
宛宣布18日起关闭上述铁路通道，禁
止铁矿石、煤炭和建筑材料等货物从俄
其他地区转运至加里宁格勒州。

俄外交部21日在一份声明中说，
俄方告诉埃德雷尔，立陶宛这一举动属
于“反俄限制措施”，违反相关法律和政
治义务，加剧局势紧张。俄方要求立即
恢复运输，否则将采取回应措施。

俄罗斯媒体报道，埃德雷尔21日分
别与俄外交部副部长安德烈·鲁坚科和
亚历山大·格鲁什科举行会谈。与鲁坚
科会面时，埃德雷尔重申欧盟对俄特别
军事行动的立场；与格鲁什科会面时，埃
德雷尔否认对加里宁格勒州实施“封
锁”，称未受制裁的货物仍可正常运输。

欧盟发言人彼得·斯塔诺当天晚些
时候说，埃德雷尔同时敦促俄方，不要采
取令局势升级的举措或发表这类言论。

此前一天，俄外交部召见立陶宛驻
俄临时代办，就加里宁格勒州遭“封锁”
提出抗议。立陶宛方面称，此举并不是
由立陶宛单方面提出，而是通过与欧盟
委员会商讨作出的决定，并且遵照欧盟
委员会指导文件。

立陶宛总理因格丽达·希莫尼特
21日说，立陶宛无意加剧与俄罗斯的紧
张关系，只是遵从欧盟对俄制裁措施。

针对立陶宛方面的举动，俄联邦安
全会议秘书尼古拉·帕特鲁舍夫说，俄
方将予以回击，让立陶宛“感到痛苦”。

（新华社专特稿）

飞地加里宁格勒州遭立陶宛“封锁”
俄罗斯向欧盟提出抗议

新华社哈尔滨6月21日电 记者
日前从黑龙江省教育厅及省内多所高
校了解到，今年全省将通过不断强化
机制保障、创新就业服务，促进高校毕
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今年黑龙江省高校毕业生预计达
26.8万人，针对用人单位招聘毕业生的
难点、堵点问题，黑龙江省教育部门开
展用人单位需求情况调查和毕业生求
职意向、就业状况调查。现已累计走
访用人单位2117家，新拓展就业岗位
19706个，举办各种形式招聘活动1.4
万场，提供就业岗位信息520余万条。

今年5月以来，哈尔滨工业大学
创新开展重点用人单位“线上博览会”
活动，以企业专家话成长、企业全景云
参观、企业高管访谈、校友连线访谈等
形式，帮助学生深度了解用人单位。
为推动建立校企协同育人长效机制，
学校聘请41名高水平企业专家担任
就业育人导师。

黑龙江省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
心就业创业服务部部长孙庆彬介绍，
为提升毕业生就业能力，这个省举办
了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公益直播课、
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业规划大赛等活
动。针对重点群体，进一步完善就业
帮扶机制，优先组织其参加职业培训
和就业见习，线下培训低收入家庭毕
业生450人，线上培训2.4万人。

黑龙江多措并举
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6月20日，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左）与候任总理、外长拉皮德在耶路撒冷共同
发表讲话。 新华社/基尼图片社

新华社耶路撒冷6月20日电 以色列总理
办公室20日宣布，执政联盟下周将提交解散议
会的法案。

以总理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总理贝内
特与候任总理、外长拉皮德决定，执政联盟下周
将提交一份解散议会的法案。一旦议会通过该
法案，本届议会将解散。拉皮德将担任看守总
理，直至下届政府成立。如果该法案在拥有120
个席位的议会首轮投票中获得至少61票赞成，
并在随后的三轮复投中通过，本届议会将解
散。新一届议会选举预计于10月举行。

贝内特20日晚向公众发表讲话说，一年前
组建的执政联盟让以色列“摆脱了长期政治危
机”，当前为了国家利益可以搁置争议。在共同
决定下，议会将被解散并在商定的时间举行选
举，他将有序完成权力移交。

拉皮德在讲话中表示，他与贝内特的“友谊
经受住了考验”。以色列政府目前面临诸多挑
战，需要重大“变革和修补”。这一改革进程一
年前已经开启，接下来将继续推进。

以色列执政联盟:

下周将提交解散议会的法案
6月20日晚，广汽Honda以一场

沉浸式直播发布会，宣告全新电动品
牌e:NP首弹产品e:NP1极湃1正式
上市，综合补贴后售价 17.5 万元-
21.8 万元。新车定位“极致驾趣
EV”，共推出420km/510km两个续
航版本，四个车型派生，满足消费者更
高阶的纯电驾趣之选。

作为广汽Honda e:NP品牌首
款纯电动车型，e:NP1极湃1承载着
广汽Honda 900万用户的期待，新车
基于专属的“e:N Architecture F”
智能高效纯电架构打造，集合动、智、
美多重魅力价值于一身，以优秀的行
驶性能告诉世界，即使动力源改变，广
汽Honda对于驾驶乐趣的追求不会
改变！

人车合一，车随意“动”。依托

Honda卓越的电控技术积淀，e:NP1
极湃1搭载业内优秀的三合一高功率
驱动电机，最大功率输出150kW，匹
配超过20000个不同驾驶场景的电
机控制程序算法，使得e:NP1能够适
应更加广域的驾驶场景，日常驾乘更
舒适。针对用户驾乘电动车容易眩晕
的痛点，e:NP1极湃1通过调整踏板
响应和动力输出特性，以及对座椅系
统和悬架系统的反复调校，兼顾高
水平的舒适性和操控性，重新定义电
动驾趣——丝滑、精准、不晕车。此
外，e:NP1极湃1还融入了源于For-
mula E（电动方程式赛车）的Hon-
da EV Sound运动声浪，营造出激
情澎湃、意犹未尽的驾驶体验。

智控生态，极“智”懂你。得益于
e:N OS全栈智控生态系统，e:NP1

极湃 1将Honda SENSING安全超
感系统、Honda CONNECT 3.0 智
导互联（纯电专用版），以及基于越级
的HMI系统打造的智能数字座舱融
为一体，构建全新的智控生态。
Honda CONNECT 3.0智导互联（纯
电专用版）集成了AI智能助理、车家
互联、OTA在线升级、能量管理等20
余项功能，用户可与AI智能助理自由
畅聊，实现车辆控制，并能以多种方言
对话、设置自定义唤醒词；形似“小笼
包”动漫形象的HPA本田个人助理，
可使驾驶者体验到人机交互的别样乐
趣。而在e:NP1极湃1绽极版上更是
配备了DMC驾驶员状态感知系统，
时刻感知并主动为驾驶者提供“有温
度”的服务；BOSE环绕式立体音响系
统，带来沉浸式听觉盛宴，使驾乘的愉

悦感大幅提升。
尽致“美”学，一见倾心。e:NP1

极湃1采用e:N Design全新设计语
言，车头极具未来感的发光式H徽
标，以及车尾的全新Honda文字标识
都彰显着Honda电动化品牌的全新
姿态。充电时“Heart beat心动交互
灯语”随电量而动，一呼一吸之间充满
生命感体验，呈现e:NP1极湃1的智
能之美。

浪潮奔涌，澎湃而来。e:NP1极
湃1的正式上市，进一步彰显广汽本田
全面电动化的决心，为电动化浪潮带来

“无界 由你”的全新价值冲击。广汽
Honda e:NP1极湃1将以全新的品
牌力、无界的创新营销力与优秀产品
价值，引领国内纯电市场风潮，陪伴更
多用户进阶下一个移动梦想。（阿勇）

无界由你 广汽Honda e:NP1极湃1澎湃上市

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水利
部21日发布的汛情通报显示，珠江
流域北江今年第2号洪水将发展成
特大洪水，西江今年第4号洪水正
在演进，水位继续上涨并将较长时
间维持高水位运行，珠江防汛抗旱
总指挥部21日22时将防汛Ⅱ级应

急响应提升至Ⅰ级。
珠江防总向广东省人民政府发

出通知，要求进一步落实防汛责任，
加密监测预报预警，精细调度水工
程，科学安排蓄洪、滞洪、分洪等措
施，强化水库安全度汛、堤防巡查防
守和山洪灾害防御，全力做好受威胁

地区人员转移避险和抢险救援工作，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西
江、北江重要堤防和珠江三角洲城市
群防洪安全。

上图：6月21日，在广东韶关市曲
江区樟市镇铁厂村，消防救援人员转
移被困群众。 新华社发

珠江防总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I级

美国18日至20日进行新一代登
月火箭“太空发射系统”第四次发射演
练，其间一波三折，出现燃料泄漏、倒计
时意外中断等问题。

意外不断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次
发射演练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
天中心进行。约30层楼高的“太空发
射系统”装载着“猎户座”飞船，于本月
6日被运到发射台。

20日清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工作人员开始为火箭加注燃料，却因备
用气态氮输送装置出现问题暂停，在更
换相关阀门后才得以继续。

当天下午2时后，火箭核心级箭体
燃料加注基本完成，工作人员为上级箭
体加注燃料时又出现多个问题，包括一
条外部燃料管出现液态氢泄漏。此外，
还有富余的液态氢与丙烷起火，导致发
射台附近一小片草地起火。

尽管如此，工作团队仍然继续发射
演练。当天19时28分，“太空发射系
统”开始发射倒计时10分钟演练。演

练原计划进行至发射前数秒停止，但实
际进行到发射前29秒就中断了。美国
航天局发言人德罗尔·奈尔说，暂不清
楚倒计时为何中断。

报道说，火箭电脑系统暂停了倒计
时演练。工作团队在倒计时演练前曾
表示，如果参与倒计时演练的电脑系统
检测到氢泄漏，可能会提前“叫停”演练。

未来未定

“太空发射系统”发射任务负责人
查理·布莱克韦尔-汤普森说，工作人
员将分析演练收集到的数据，计划后续
工作，目前无法确定下一步任务。

“太空发射系统”今年4月曾三次
演练发射，但因为燃料泄漏等各种技术
故障，均未完成。只有完成发射演练，

“太空发射系统”才能启动美国重返月
球的“阿耳忒弥斯”计划的第一步——
搭载飞船进行无人绕月试飞任务。

适合“太空发射系统”展开无人绕
月试飞任务的最近窗口期为今年8月
23日至29日，以及9月2日至6日。

（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再次演练新一代登月火箭发射

尼日利亚西北部卡杜纳州政府官
员20日说，一伙武装人员19日袭击当
地两座教堂，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有
30多人遭绑架。

卡杜纳州安全专员塞缪尔·阿鲁万
说，武装人员19日洗劫了当地多个村
庄，随后袭击位于卡朱鲁地区的两座教
堂。袭击导致3人死亡，经确认另有36
人遭绑架。武装人员已释放2名人质，
目前仍有34人被扣押。

卡杜纳州政府早些时候在一份声
明中说，武装人员驾乘摩托车洗劫村
庄，并抢劫了一些商店。

另据路透社报道，尼日利亚基督教

协会一名负责人20日在电话采访中
说，武装人员19日早晨袭击两座教堂，
枪杀8人并绑架38人。

近年来，尼日利亚北部和西部暴力
袭击频发。安全专家说，尼北部和中部
有数以千计土匪性质的武装团伙，他们
在偏远地区的森林中有据点，经常洗劫
民宅、偷盗牲畜、绑架人质索要赎金，造
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近期，在相对安全的尼西南部地区
也时有袭击发生。本月5日，翁多州奥
沃镇一座教堂遭武装人员袭击，袭击者
向人群开枪并引爆爆炸装置，导致数十
人死亡。 （新华社微特稿）

尼日利亚西北部两座教堂遇袭

至少3人死亡 另有30多人遭绑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