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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扫黑除恶常态化
必须落实抓实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危害
国家安全、严重暴力、涉黑涉恶等
犯罪特别是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
全感的犯罪，就要体现当严则严，
该捕即捕，依法追诉，从重打击。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转入常态化开
展必须落实抓实。各级检察机关
对涉黑涉恶、地痞流氓故意闹事
的，手段恶劣的，伤害妇女儿童、
老年人、残疾人等以及具有其他
恶劣情节的犯罪，必须坚决依法
从严追诉、依法从严惩治。央视

脸书母公司将在法国
开设“元宇宙学院”

据法新社12日报道，脸书网
站母公司——— 元宇宙平台公司

（Meta）和一家法国数字培训公
司将于新学年在法国开设一家

“元宇宙学院”。据报道，这个元宇
宙学院将设在首都巴黎以及里
昂、马赛和尼斯等其他城市，每年
每个城市将培训20名学生。“元宇
宙”被视为互联网下一个重大技
术发展，其目的是通过增强现实
或虚拟现实再现现实生活，并将
网络从二维变为三维。 新华

5月贷款增量创新高
房贷消费贷数据“转正”

据央行10日公布的最新统计
数据，5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 . 89
万亿元，为历史同期新高，个人房
贷、消费贷数据也在5月“转正”，
住户部门短期贷款增加1840亿
元，中长期贷款增加1047亿元。数
据显示，5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2 . 79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8399
亿元；人民币贷款增加1 . 89万亿
元，同比多增3920亿元。 新京报

南方强降雨致超警洪水
多地提升应急响应

13日，我国南方再迎强降雨
过程，水利部12日12时已针对南
方7省份雨情启动洪水防御Ⅳ级
应急响应。南方各相关省份根据
雨情变化启动防御应急响应，迅
速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过程。受
强降雨影响，截至13日，广西、广
东、湖南等地共37条河流超警。预
计，本周南方降雨仍将持续，广
东、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需警
惕灾害叠加效应。 新华

星巴克或不再向
未消费顾客开放厕所

综合美媒报道，日前，美国星
巴克公司CEO舒尔茨表示，该公
司正在考虑不再向未消费的顾
客开放厕所。舒尔茨说，星巴克
为1亿人提供服务，而考虑到借
用厕所的人员情况，门店存在
安全问题。2018年，费城2名非
裔男子在星巴克没点单借用厕
所被拒，还被警察逮捕。星巴克
因此被指责“种族歧视”。此后不
久，星巴克公开致歉，并公布新措
施，不点餐的光临者也可在店内
就座和使用洗手间。 中新

澳大利亚赔偿5 .5亿欧元
为撕毁潜艇合同埋单

澳大利亚新总理安东尼·阿
尔巴尼斯11日宣布，澳大利亚政府
与法国海军集团达成和解，将赔偿
这家军工企业超过5 . 5亿欧元。澳
政府有意结束去年9月单方面撕毁
潜艇合同引发的纷争，以期改善澳
法关系。阿尔巴尼斯说，协议为商
业性质，一些细节将保密。 新华

俄罗斯原麦当劳
更名为“只有美味”

俄罗斯首批15家原麦当劳门
店更名为“只有美味”，于12日重
新开业。这家新连锁企业的首席
执行官奥列格·帕罗耶夫说，到本
月底前将有约200家门店开业，到
今年夏末全部约850家原麦当劳
门店将恢复营业。 新华

社会

近日，据发表在《冰冻圈》杂
志上的一篇论文称，新西兰坎特
伯雷大学研究人员在南极洲的新
降雪中首次发现了微塑料。据分
析，这些微粒含有13种塑料成分，
包括最常见的用于制造饮料瓶和
衣服的PET。研究人员认为，微塑
料可能会对南极洲的食物链构成
风险。 人民日报

南极洲的新降雪中
首次发现微塑料

最后一届巴菲特午餐开拍
4小时已有一人出价

北京时间6月13日10:30，第
二十一届巴菲特慈善午餐拍卖开
始，此次拍卖于北京时间6月18日
10:30结束。作为最后一届巴菲特
午餐，拍卖金额或刷新纪录。截至
发稿，ebay网站显示，巴菲特慈善
午餐上架拍卖近4个小时，仅一人
出价，为起拍价25000美元，约合人
民币16 . 73万元。ebay网站未披露
该名报价人信息。 中新

全国首批定向培养军士
开始招生

凡参加2022年全国普通高校
招生统一考试，年龄不超过20周
岁、未婚的普通高中毕业生，均可
报考定向培养军士，其政治和身体
条件按照征集义务兵的规定执行。
这将是军士制度实施后的首次定
向培养军士招生。定向培养军士学
制3年，毕业后取得大专学历。央视

三少年吃帝王蟹配泡面
正享受时被抓

6月13日，记者从浙江绍兴警
方获悉，绍兴越城区公安分局日
前破获1起未成年团伙盗窃案件。
警方抓获他们时，三名15周岁的
嫌疑人正在用偷来的帝王蟹配泡
面就餐，奢侈品、潮服球鞋等各类
赃物堆满房间，卫生间洗手池内
养着偷来的海鲜。目前，三人均已
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并责令监
护人严加管教。 澎湃

据日本放送协会(NHK)报
道，13日，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下
跌，一度跌至135 . 22日元兑换1
美元，创下1998年10月以来约24年
的新低。报道指出，在此背景下，美
联储正在加强货币紧缩政策以遏
制通胀，而日本央行则计划继续目
前的大规模货币宽松政策，日美
的利率差或进一步扩大。 中新

日元对美元汇率
跌至约24年来新低

警方通报上外男生
向女生咖啡杯投异物

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
局了解到，针对上海外国语大学
一女生饮料中被他人投放不明物
一事，经初步调查，6月12日12时
许，该校学生尹某某（男，21岁）在
学校图书馆内趁该女生离开座位
之际，向其咖啡杯中投放异物。该
女生喝了一口后察觉咖啡异样，
将剩余咖啡倒掉，并向学校保卫
部门报告。经医院检查，未发现该
女生身体异常。警方随后找到尹
某某，其承认在女生咖啡杯中投
放了半片牛磺酸泡腾片，该泡腾
片系从网上购买。目前，分局已将
相关物证送市局专业技术部门检
验，相关调查工作在进一步开展
中。 人民日报

超级月亮今日现身夜空
这是13年来最低满月

今年第一次超级月亮，将在
14日晚上线，全国各地均可看到。
我国东部部分地区可目睹到最圆
的满月，我国西部部分地区可观
赏到视直径最大的满月。此次超
级月亮地平高度低，是2009年以
来看到最低的满月。如果因天气
或其他原因目睹不到这次超级月
亮，那也不用惋惜。今年7月14日
凌晨，还有更精彩的超级月亮等
着公众观赏。 广州日报

文山市公安局6月13日发布
警情通报：5月29日13时56分，文
山市公安局接到报警称，当天上
午10时15分古木镇布都村男童常
某善(2019年9月生)从家中出走
后未归，请求公安机关帮助寻找。
6月12日中午，搜寻人员在文山市
古木镇布都村附近山林中发现一
具男童尸体，经家属辨认，系失踪
男童常某善。经公安机关开展调
查走访、现场勘验、尸体解剖、检
验鉴定工作，尸体无缺失、无机械
性损伤。 中新

云南文山失联男童
已不幸死亡

英国汽车协会呼吁
多走路节省开支

受俄乌冲突和对俄制裁影
响，过去几个月英国能源价格大
幅攀升，油价屡创新高。近日，英
国汽油平均价格达到每升1 . 832
英镑。英国汽车协会主席埃德蒙·
金向媒体表示，油价飙升给英国
家庭带来沉重打击，并呼吁英国
民众短途出行尽量不开车，多走
路或骑车，以节省开支。

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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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安徽安庆何某某涉嫌
猥亵儿童罪一案宣判，一审判处
被告人何某某有期徒刑6年。据
悉，被告人何某某在担任某学校
保安及校车司机期间，对多名女
童进行多次猥亵，严重侵犯了未
成年人的人身权益和身心健康。
法院判令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
4年内，禁止其从事与未成年人有
关的工作、活动，禁止其进入中小
学校区及其他未成年人集中的场
所。 陕西网

校车司机数次猥亵女童
一审被判6年

大象踩死印度老妇人
又大闹其葬礼

据报道，当地时间6月9日，印
度东部奥迪沙邦梅尔班杰区的
Raipal村发生一桩奇案，一头大
象踩死了村里的一名老妇人，当
晚又大闹葬礼现场，继续踩踏老
妇人的尸体。警方表示，这头大象
是从贾坎德邦的达尔马野生动物
保护区跑出来的，距离Raipal村
约200公里。据世界野生动物基金
会称，印度每年约有100人被大象
杀死。 南都

国产AI在《星际争霸2》中
击败人类职业选手

6月12日，国内人工智能软件
公司商汤科技宣布其研发出了可
媲美职业玩家竞技水平的《星际
争霸2》人工智能模型“DI-star”，
并展示了该AI击败人类顶尖职
业玩家周航的对决视频。周航曾
获得8次《星际争霸2》全国比赛冠
军，他通过多个对战演示片段，展
现了DI-star能够在复杂对局中
快速找到最优策略的能力。

新京报

购买非遗产品兑换灵位？
124名老人被骗近两千万

1280元“非遗产品”=2000积
分+2天1夜旅游+积分兑换陵园
灵位+每天现金返利……近日，
福州鼓楼法院审结一起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案件，施某某、曾某某、
林某等9个被告人以“东方非遗”
项目，集资诈骗124名老年人1900
多万元。被告人曾某某供述，他招
录了三名员工，到街上找50岁以
上的老年人发传单，通过免费领
取鸡蛋、挂历、保健品吸引老年人
到店里听讲座，向老年人宣传并
推销“东方非遗”项目。

中新

11日，河南郑州银基动物王
国直播结束瞬间，饲养员用膝盖
暴击猩猩脸部，猩猩哀嚎着逃离。
13日，郑州@银基国际旅游度假
区发布致歉信称，已确认该饲养
员存在严重行为失当，已开除涉
事人员，并迅速派兽医对该猩猩
进行全面检查，目前其情绪及身
体状况均正常。 北京青年报

直播时暴击猩猩脸部
饲养员被开除

应急管理部批准
杭州牺牲消防员为烈士

6月13日，浙江杭州临平区殡
仪馆，毛景荣、刘泽军的遗体告别
仪式举行。6月9日，毛景荣、刘泽
军在扑救杭州互动冰雪文化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火灾中，不幸受伤，
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毛景荣年
仅29岁，刘泽军年仅20岁。记者获
悉，应急管理部政治部批准毛景
荣、刘泽军为烈士，并追记一等
功。 央视

●债权债务公告
日照市民间收藏家协会(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51371100MJE696778W)，
经第三届二次会员(代表)大会表决
同意，决定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请债权人自公告发布之日
起45日内向本会清算组申请债权，
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请债务人或
财产持有人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清算组地址：日照市烟台路
90号石化大厦A座2901室，联系人：
高勇，联系电话：18863327188。

日照市民间收藏家协会
2022年6月13日

●济宁佳农食品有限公司法定名称
章(3708293046763)、财务专用章
(3708293046764)、合同专用章
(3708293046765)、发票专用章
(3708293046766)、法人章张代强
(3708293046767)丢失，声明原章作
废。

●注 销 公 告
山东倍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菏泽分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7170007132538X8。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
算组由刘闻莺、段建红组成，请债权
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山东倍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菏泽分
公司

2022年6月14日

●鲁枣庄驳4666，鲁SJ(2018)

111556、鲁枣庄驳4628，鲁SJ(2018)

111445，营运证丢失，声明作废。

●济宁伟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丢

失 法 人 章 孙 希 辉 ( 编 号 ：

3708893010676)，特此声明作废。

●济宁志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丢

失 法 人 章 陈 克 龙 ( 编 号 ：

3708893010702)，特此声明作废。

●青岛秋意绵绵商贸有限公司法人
章纪骏魁(3702110710222)丢失，声
明原章作废。

●青岛空淳商贸有限公司财务专用
章(3702110340747)、法人章李新明
(3702110340748)丢失，声明原章作
废。
●四川中豪天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第一分公司、法人章(王学方)
编号3702131189351不慎丢失，特此
声明原章作废。
●注销公告
济南米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70112MA3UN0U570,经股东决定，
拟向单位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组由颜克英、张冬梅组成，请债
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济南福新金属材料销售有限公司

2022年6月14日
●济南米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公
章，不慎丢失，特此声明原章作废。
●鲁枣庄驳5059船舶营业运输证编
号鲁SJ(2018)110337丢失，声明作
废。

●泰安福雅生美业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70902MA3T9W1X1F)公章，编号：
3709023027726财务专用章，编号：
3709023027727不慎丢失，特此声明
原章作废。
●山东长兴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公章
不慎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山东润城混凝土有限公司车鲁
D D 8 5 3 1 营 运 证 丢 失 ，证 号
370405302994，声明作废。
●费县大田庄法律服务所王加伟所
持法律工作者执业证(执业证号:
31528081113571)不慎遗失，声明挂
失作废。

【本栏目友情提示】
本栏目内容仅为持证人员提交的单方
形式发布，不作为最终有效依据和法律
认定、不作为相关责任的依据，以行政
职能部门对其的最终业务审核认定为
准。相关利害关系人应通过具有管理权
限的职能部门或主体确认信息或交易。

拍卖公告
中国拍卖行业AAA资质企业 鲁银拍公字【2022】138号(总第4065期)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2年6月22日10:00在洪力自助公益拍卖平台(公众号：洪力，电脑端：
www.honglipai.net)公开现状拍卖山东五莲农商行持有的：1.位于五莲县沿河路东侧德福龙商
贸建材城8号楼一宗抵债资产，房产面积约854.3平方米，土地面积约12454平方米，房产证号：鲁
2020五莲县不动产权第0008675号、鲁2020五莲县不动产权第0008676号、鲁2020五莲县不动产权
第0008677号，土地证为两证合一，土地使用年限至2042年6月25日，部分租赁，租赁期限：2022年3
月19日至2023年3月18日。参考价282.45万元，保证金28万元。2.位于青岛市黄岛区海滨大道路
2037号内16栋办公2305号、2306号两套房产一宗，两套房产建筑面积均约55.99平方米，共用土
地使用权面积均约119376 . 19平方米，土地使用年限均至2053年9月11日，房产证号分别为：鲁
(2020)青岛市黄岛区不动产权第0159441号、第0159380号。参考价80.83万元，保证金8万元。3.
位于日照市济南路北莒州路南兴业银河华府004幢01单元1502号一宗抵债资产，房产面积约
110.66平方米，土地面积约27243.1平方米(大证未分割)，房产证号：鲁2020日照市不动产权第
0011062号，土地证为两证合一，土地使用年限至2080年10月24日，未租赁(该房屋由债务人亲属
居住，出卖人不负责清场)。参考价165万元，保证金16万元。自公告之日起工作时间在标的所在地
展示。看房联系人：标的1、标的2：林经理18563306555；标的3：刘经理18563306768。 有意竞买
者，请于2022年6月21日16时前将保证金汇入指定账户(户名：光彩银星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日
照东港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账号：9110111200142050011960)并办理报名手续。保证金在规定的
时间到账为准。竞买不成功者，保证金在拍卖会后七个工作日内无息全额退还。 风险提示：
1.本次拍卖的3个标的均已过户到委托人名下，买受人拍卖成交后，由委托人名下过户到买受人
名下，过户过程中买卖双方所应缴纳的全部税费等由买受人另行承担。2.本次拍卖标的物所欠
出让金、税费、水、电、暖、物业费等全部费用由买受人另行承担。 联系电话：13806333668
0531-88922898监督电话：13335108788公司网址：www.sd-yinxing.com微信订阅号：光彩银星拍
卖

光彩银星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6月14日

诚 邀 合 作
山东登报服务连锁机构：基于市场拓展需要，诚邀具有

互联网思维的营销人才、办公内勤（熟悉排版）各数

名。英雄不问出处，年龄学历等均不可一概而论，只要

进取。
有意者请将简历发送至123181202@qq.com 合则约见

工作地点:济南/泰安/潍坊/济宁等主城区0531-88778968

●遗失声明：李继猛，遗失怡馨家园
公租房押金，山东省非税收入通用
票据一份：编号101039190485，金额
3000元，声明原件作废。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2020年12月21日核准的济南米
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单位营业执照
正副本丢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112MA3UN0U57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山东跃速供应链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370982MA3QDE9TX1
不慎丢失公章、财务章、法人章(丁
辉)各一枚，声明作废。

●山东新雅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70902MA3CD9BU41)公章、财务专
用章不慎丢失，特此声明原章作废。

美国政府增购50多万剂
新型天花疫苗

当地时间10日，美国疾控中
心主任沃伦斯基表示，全美迄今
已确诊45例猴痘感染病例，较前
一周翻番。此外，美国政府当天还
宣布从总部位于丹麦的巴伐利亚
北欧公司增加订购了50多万剂新
型天花疫苗，将于今年晚些时候
交付。据悉，这款疫苗于2019年在
美国获得了美国药管局的批准，
用于预防天花和猴痘感染，适用
于18岁以上的成年人。 央视

罗永浩宣布“退网”
将埋头创业

6月12日晚间，罗永浩发布微
博称，将再次埋头创业，并退出所
有社交平台。此前，有媒体透露，
在6月份进行的一场内部讲话中，
罗永浩宣布正式退出“交个朋友”
管理层，但仍会以主播身份参与
直播。罗永浩近日还对被恢复执
行2917万元一事进行了回应。他
表示，这笔债务已经支付完了。

中新


	A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