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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艺记勾机

工程经营部遗失公章、发票专用章、
经营者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深圳市水乙餐饮有限公司珠海

分公司遗失发票专用章一枚，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区拱北街道岭南社

区卫生服务站遗失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副本登记号：74804431044040
217B20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树诚厂房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财务专用章和发票专用章各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杰铭劳务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梓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发票章一枚，声明作废。

黄伟珍遗失海洋渔业普通船员
证书，证号121834（2）1，声明作废。

伍鸿坚遗失海洋渔业普通船员
证书，证号509555（5）2，声明作废。

陈霞芬遗失海洋渔业普通船员
证书，证号157904（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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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人 证 件 遗 失 声 明

天恒湾景花园住宅交付通知
尊敬的【天恒湾景花园】业主：

感谢您对我司的信任和支持！您所购买的天恒湾景花园项目商品房已达
到合同约定的交付条件。

兹定于2022年9月20至9月27日针对1栋、2栋、3栋、4栋、5栋、6栋、7栋
已达收楼条件的房源办理集中交付手续。

为了交楼工作有序进行、让业主拥有更好的交楼体验，本次交楼将分批
进行。

我司已按与您确认的最新地址或《认购协议》、《商品房买卖合同》及附件约
定地址，以快递的方式邮寄《住宅收楼通知书》、《收楼须知》、《办理房产证资料
及费用》等资料给您。届时，请各业主携带相关资料按《住宅收楼通知书》安排
的时间如期亲临项目现场办理收楼手续。如您未按约定时间办妥收楼手续的，
自前述交付期限届满之日起，视为我司已将符合约定的商品房交付给您，相关
的权利、义务、风险亦自该起由您自行承担。

本批次交楼单位自2022年10月1日起正式计收住宅物业管理费。
特此通知。
祝您生活幸福，阖家安康！
咨询电话：0756-3613333

珠海天恒房地产有限公司
2022年9月14日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12日通报，
“阿耳忒弥斯1号”无人绕月飞行任务
将再次推迟，最早发射日期拟为9月
27日。这是这项任务半个月来连遭故
障后，第三次调整发射日期。

按照“阿耳忒弥斯”登月计划，执行
无人绕月任务的新一代登月火箭“太空
发射系统”原定8月29日第一次发射，
把“猎户座”无人飞船送入绕月轨道，但
当天因故障推迟；9月3日又因燃料泄
漏故障取消发射。美国航天局原本期
望9月23日再次尝试发射，如今推迟4
天至9月27日。下一个备选日期为10
月2日。

按照美国航天局的通报，9月27
日，“70分钟的发射窗口将在美国东
部时间11时37分开启”，飞行任务将
以“猎户座”飞船11月 5日在海上溅
落结束。

飞行任务能否如期执行，仍将取

决于工程团队是否成功完成“太空发
射系统”火箭液态氢燃料填充测试，以
及东部发射试验场是否允许工程团队
不对火箭自毁装置电池系统重新做调
试。如果东部发射场要求必须再做电
池调试，火箭就需要从发射台拉回总
装大楼，那么发射日期还得往后推迟
几周。

美国航天局希望借这次任务测试
“太空发射系统”及其搭载的“猎户座”
飞船性能，尤其是飞船配备的巨大防
热罩是否顶用，为今后载人登月任务
做好准备。美方下一步计划执行“阿
耳忒弥斯2号”任务，用飞船搭载航天
员作绕月飞行，但不登陆月球表面；载
人登月任务预定本世纪20年代中期
执行。

美国航天局还计划建造一座月球
空间站，为实现长时间航天任务以及登
陆火星目标“探路”。（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航天局无人绕月之旅再推迟

日本政府数据显示，日本二手车对
俄出口量激增，6月出口额达到2009
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

据共同社13日报道，日本财务省
贸易数据显示，日本6月对俄出口约
1.7万辆二手车，总额190亿日元，是3
月的2.5倍多，占日本6月对俄出口总
额近一半。

日本富山县长期以来是经海运向
俄罗斯远东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

出口日本汽车的枢纽，增幅尤其明显。
6月，从富山县运往俄罗斯的二手车出
口总额达137亿日元，是3月出口额
的近4倍。

此前，日本追随美国、欧盟等对俄
罗斯施加经济制裁，但没有把二手车列
入对俄制裁范围。共同社分析，日本政
府4月宣布禁止向俄罗斯出口奢侈品，
包括价格超过600万日元的汽车，二手
车对俄出口因而扩大。（新华社微特稿）

日本对俄罗斯二手车出口激增

捷克政府12日晚召开特别会议，
批准从11月开始给居民用电和用气价
格设定上限的计划，以缓解能源价格持
续飙升的巨大压力。

捷克总理彼得·菲亚拉在新闻发布
会上说：“我们必须确保价格水平……
不能让一些人多掏几倍的钱。”

据路透社报道，考虑税率因素后，
捷克限价后的电价相当于大约每兆瓦
时200欧元，大大高于数年来的水平，
但远低于12日市场上德国2023年供
气价格479欧元。

捷克财政部长兹比涅克·斯坦尤拉
说，价格上限将使捷克明年多支出
1300亿捷克克朗（约合 53 亿欧元）。
为筹措所需资金，捷克政府打算明年向
能源企业、炼油企业、燃料和电力交易

企业以及银行征收暴利税，预期将征收
到大约700亿捷克克朗（29亿欧元）。

不仅捷克，其他欧洲国家也面临天
然气供应短缺危机。欧洲联盟能源部
长特别会议9日举行，要求欧盟委员会
尽快制定紧急措施，以缓解不断攀升的
能源价格。

欧盟委员会预定14日发布紧急措
施方案。路透社援引一些外交官员的
话报道，在9日会议上，超过半数国家
能源部长提及对天然气价格设定上限，
但就实施细节存在分歧。波兰、瑞典等
国支持对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设定
价格上限，而匈牙利、奥地利等国家反
对，警告这一举措可能导致俄方完全切
断供气，会议最终放弃这一设想。

（新华社专特稿）

捷克政府批准用电用气限价计划

9 月 13 日，历经 13 天连续施
工，“西电东送”大动脉白鹤滩-浙
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白浙线）重庆段顺利完成长江大跨
越放线作业。白浙线是国家“西电

东送”、清洁能源外送的重大电网工
程，途经四川、重庆、湖北、安徽、浙江
5省市，线路长度2140 公里。其中重
庆段线路长度331.25公里，于2021年
10月启动建设，计划于9月底实现全

线贯通，11月具备带电条件。
上图：当日，工人在白鹤滩-浙

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
程（重庆段）江津长江大跨越施工现场
作业。 新华社发

“西电东送”大动脉

特高压白浙线在渝顺利跨越长江

9月13日21时18分，我国在文昌
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
箭，成功将“中星 1E”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
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

我国成功发射
“中星1E”卫星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记者13
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根据当
前生猪市场形势，为切实做好生猪市
场保供稳价工作，本周国家将投放今
年第二批中央猪肉储备。下一步，国
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密
切关注生猪市场供需和价格形势，积
极组织开展猪肉储备调节，必要时进
一步加大投放力度。建议养殖场（户）
合理安排生产经营决策，保持正常出
栏节奏、顺势出栏育肥猪。

国家发展改革委：

本周将投放今年
第二批中央猪肉储备

新华社北京9月 13日电 2022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
13日在北京启动，旨在搭建农产品产
销对接平台，促进优质农产品消费，做
强农业品牌，促进乡村产业发展。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金秋
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
动，2018年以来已成功举办4届，各
类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组织了丰富多
彩的促销助农活动，累计带动农产品
销售超800亿元。

2022年中国农民
丰收节金秋消费季
活动在京启动

受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影响，长
江中下游干流水位较历史同期大幅
偏低，沿江多地出现不同程度旱
情。中央气象台9月13日继续发
布气象干旱黄色预警。为抗旱保丰
收，江西、湖南、湖北等粮食产区因
地制宜通过广辟农用水源、保灌溉
电力供应、推广耐旱新品种、提供农
技支持等方式，减轻旱情对秋粮生
产的影响。

面对今年的旱情，洞庭湖区腹
地的产粮大县——湖南省岳阳市华
容县因地制宜，目前已出动干部群
众7万多人次，采取引、补、调、取、
送等多种方式，灌溉农田50余万
亩，稳住了丰收基本盘。

“具体做法就是通过外江外河
‘引’、工程措施‘补’、多级提灌
‘调’、全力挖潜‘取’、整合资源
‘送’、倡议引导‘节’。”华容县委书
记陶伟军介绍，7月下旬以来，华容
县共在长江、藕池河、华容河沿线架
设机泵411台，24小时不间断开机
引水，日引水量达400万立方米。

在旱情较为严重的华容县梅田

湖镇，保障藕池河沿线6个村用水的
张家湾机埠 20 台水泵日夜连轴运
转。看着一股股清水流入田中，梅田
湖镇金鸡村种粮大户尚秋海说：“高温
无雨、晚稻‘喊渴’，政府通过增泵引
水，为我们送来了‘及时雨’。”

稳定的电力供应是部分缺水田抗
旱保灌的基础。“田里要用电，国网信
丰县供电公司员工顶着日头，很快就
帮我们通了电。”看到从水泵里喷涌而
出的水流入稻田，江西省赣州市信丰
县正平镇潭口村种粮大户张四生松了
口气。他说，当地晚稻正处在抽穗灌
浆期，如果水稻“喝不饱”，营养供给不
足，可能导致籽粒不饱满甚至空壳。
他家350多亩晚稻因干旱缺水，已经
出现黄叶枯萎，灌溉后逐渐复绿。

连日来，受持续高温少雨影响，
正平镇潭口村的晚稻出现了不同程度
的旱情。为更好地解决晚稻用水问
题，潭口村派专人管水，帮助农户打通
用电、用肥等物资保障堵点，将旱情对
秋粮生产的影响降到最低。

经历旱情且位于山区，取水难度
大，江西省赣州市全南县陂头镇竹山

村种粮大户何茂盛忙个不停。在已经
收过一茬水稻的田里，何茂盛正在施
叶面肥，再生稻二次抽出的稻穗迎风
摇曳。

“再生稻只割稻株上面三分之二
的部位收稻穗，留稻株下面三分之一
的部位，继续对植株和根系施肥，能再
长出一季水稻，实现‘一茬两收’。”何
茂盛说，今年栽种的200亩再生稻在
8月上旬就已收割一茬，亩产达1000
斤干谷；对10月中旬的第二茬，他充
满期待。

在田边歇脚的功夫，何茂盛给记
者算起了账：“再生稻不仅可以避开

‘双抢’高峰期，节省人力物力成本，还
比传统双季稻种植模式减少35%左
右用水，更耐旱。”近年来，再生稻生产
模式在全南县逐步推广，种植面积超
过1.7万亩。

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组织农技人
员进村入户，引导农户实施水稻“一喷
多促”技术121万亩次，实现一次作业
促壮苗稳长、促灾后恢复、促灌浆成
熟、促单产提高。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辟水源稳供电推技术

部分粮食产区抗旱保丰收

澳大利亚一名77岁男子日前在家
中被他养的一只袋鼠袭击，重伤后不治
身亡。

澳大利亚媒体说，上一次发生袋鼠
袭人致死事件据信是在86年前。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新闻部13日
报道，老人77岁，名叫彼得·伊兹，在西
澳大利亚州经营一座羊驼农场，在行凶
袋鼠很小时就开始养它。那只袋鼠已
经3岁。

亲戚11日发现伊兹在家中受重
伤，随即报警。由于袋鼠阻拦医务人员
靠近伊兹施救，警方开枪将袋鼠打死。
伊兹最终不治身亡，死在家中。

西澳大利亚州警方发言人说，据信
伊兹“当天早些时候遭袋鼠袭击”。

研究袋鼠行为的专家格雷姆·库尔

森说，袋鼠袭人事件并不稀奇，但“致命
情况非常罕见”。

澳大利亚媒体说，上一次发生袋鼠
袭人致死事件据信是在1936年。当
时，一名38岁男子被一只大袋鼠攻击，
颌骨骨折，头部大面积受伤，最后死在
医院中。

野生动物护理员米歇尔·琼斯说，
不能把袋鼠当宠物养，它们小的时候可
爱，但是长大后会变成“野生动物”。眼
下正值袋鼠繁殖季节，年轻雄性袋鼠在
荷尔蒙作用下会变得尤其好斗。

库尔森说，袋鼠块头大，有尖利的
指甲、牙齿等很多“武器”。而且，袋鼠
和人都能直立，雄性袋鼠可能会把站立
的人当成竞争对手而发起攻击。

（新华社微特稿）

澳大利亚一老人遭家养袋鼠袭击致死

长春新区，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广大干部职工正为迎接党
的二十大岗位练兵竞赛做准备。通
过这项活动，要为新型卫星研发积累
更多创新点子。综合电子研究室主
任邹吉炜构思了3个创意点，写了满
满10页材料。他作为电子系统技术
骨干，一直参与“吉林一号”卫星的研
制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到东北考察，谋划推进东北全面
振兴、全方位振兴。创新，始终是一个
关键词。

吉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要抢抓机遇，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重要指示精神。“吉林一号”已有
70颗卫星在轨，组成全国最大的商业
遥感卫星星座。以“吉林一号”卫星星
座为抓手，逐步形成卫星研发制造应
用的产业集群，聚力打造新装备产业
代表。“作为公司成长的见证者，我感
触太深了，创新让企业快速成长。我
们将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持续提

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推动产业集群
高质量发展。”邹吉炜说。

自动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于生产
线、构建可配置订单生产模式、搭建
数字孪生技术平台，一汽集团红旗工
厂处处有新。“红旗老品牌创新打造
新能源汽车，智能化体验深受年轻人
喜爱。”一汽集团首席技能大师、红旗
工厂外网维修工人齐嵩宇说，“国家
大力支持东北传统产业转型，我们抓
住机遇，从传统燃油汽车向新能源、
智能化汽车布局。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对咱工人来说就是踏踏实
实地干，让红旗品牌在新时代焕发新
光彩。”

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新农业、
新旅游、新电商……吉林省以“六新产
业”为主攻方向，打开多点支撑、多业
并举、多元发展新格局，高性能纤维及
复合材料、光电子等成为冉冉升起的
新星。

老工业基地发展注入新动能硕果
累累，千万亩沃土良田亦是丰收在望。

吉林中部的黑土地，玉米进入灌浆
期。公主岭市乾程农民专业合作社里，
理事长王成组织村民们聚在一起，唠着
今年的新变化。“家门口的地成为国家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天上的卫
星都帮着种田了”“黑土地这个‘耕地中
的大熊猫’保护得更好了”“我家尝试玉
米和大豆间作种植，效果挺好”……大
家你一言我一语，气氛热烈。

“这两年党的惠农政策多，玉米增
产，大家也增收了。党的二十大召开
期间，正是收获的黄金时期。我们都
摩拳擦掌为秋收做准备，攒着劲头庆
丰收。”王成说。

向西而行，松原市的查干湖上，
“鱼把头”张文正在进行夏季捕鱼的收
尾工作。“今年，我们已经完成了1300
吨的捕捞目标。”张文说，“为了守护好
这片湖水，这两年我们把细眼小网改
成宽眼大网，再按科学计划投苗，可持
续的养殖方式，让我们实现了习近平
总书记‘年年有鱼’的美好祝福。”他
说。

社区里也弥漫着喜气。在长春市
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大楼
里，72岁的邱文凤与居民们围坐一
起，商量筹备喜迎党的二十大文艺演
出。“咱们合唱团正在排练《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和《歌唱祖国》”“我
们舞蹈团也报名，表演《欢聚一
堂》”……邱文凤在现场展示了一小段
舞蹈，引来阵阵掌声。“这几年，大家的
生活有滋有味，跳起舞来也是浑身带
劲儿。”邱文凤高兴地说。

从最初改造基础环境，到聚焦衣食
住行打造乐龄食堂、完善银行等配套，
再到如今更加关注群众健康和精神需
求，提供智能手环、安装智慧燃气报警
器，这里的社区服务越来越精细化。

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书记韩丽萍
说：“总书记勉励社区工作者‘进一步
搞好为民服务各项工作，把家园建设
得更加幸福美好’，这是我们社区全体
工作人员的奋斗目标。大伙儿日子一
定会越过越红火！”

新华社长春9月13日电

老工业基地发展注入新动能，千万亩良田丰收在望，白山松
水间洋溢着迎接党的二十大的喜庆气氛——

吉林：抢抓机遇锐意创新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水利部
部长李国英13日表示，十年来，我国
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全局性优化，全
国水利工程供水能力从 2012 年的

7000 亿立方米提高至 2021 年的
8900亿立方米。

李国英是在当天中共中央宣传部
举行的“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
布会上作出上述表述的。

“立足流域整体和水资源空间均
衡配置，加快实施一批重大引调水工
程和重点水源工程。”李国英说，南水
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建成通水，累计

供水量达到565亿立方米。开工建设
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滇中引水、引
江济淮、珠三角水资源配置等重大引
调水工程，以及贵州夹岩、西藏拉洛等
大型水库，国家水网正在加快构建。

据了解，十年来，我国建设了南水
北调中、东线一期工程等跨流域、跨区
域引调水工程54处，设计年调水量
647.9亿立方米，水资源统筹调配能力

得到显著提升。
李国英表示，十年来，我国农村饮水

安全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全面解决了
171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
题，十年来共解决2.8亿农村群众饮水安
全问题，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84%。

同时，我国加强农田灌溉工程建
设，建成7330处大中型灌区，全国农
田有效灌溉面积达到10.37亿亩。

我国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全局性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