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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莉娅”增强为飓风
逼近中美洲海岸

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说，
热带风暴“朱莉娅”8日晚增强为
飓风，正向中美洲移动，部分地
区可能遭遇山洪和泥石流。美国
国家飓风研究中心说，“朱莉娅”
的风眼预计将在一夜之间抵达
尼加拉瓜海岸，9日穿过该国，预
计强度将逐渐减弱，10日将沿洪
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
太平洋海岸移动。 新华

社会

新西兰环境保护局8日说，
至少215头领航鲸在偏远海滩搁
浅后死亡。据《新西兰先驱报》报
道，这些领航鲸7日在新西兰查
塔姆群岛西北部海滩搁浅，本周
末全部死亡。新西兰相关部门没
有对这些搁浅的领航鲸展开救
援。新西兰环保局发布声明说，
领航鲸搁浅地点位置偏远、人烟
稀少且附近水域有大白鲨出没，
极难开展救援行动。 新华

德国民众抗议
政府能源政策

在德国在野党德国选择党
组织下，数以千计示威者8日聚
集在首都柏林议会大厦外，表达
对政府能源政策的不满，呼吁联
邦政府取消对俄罗斯制裁。新华

至少215头领航鲸
新西兰海岛搁浅死亡

隔离期间擅自外出洗澡
山西一阳性病例被立案

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公安局
10月8日发布警情通报称，该县一
男子因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被警
方立案侦查。警情通报称，10月5
日，洪洞县赵城镇某村席某东一
家四人，从新疆自驾小型客车返
回到洪洞县赵城镇家中。席某东
违反疫情管理规定，在居家隔离
期间擅自外出浴池洗澡，于10月6
日初筛阳性，给疫情防控工作带
来严重后果。 中新

国内首次检出奥密克戎
变异株BA.5 .1 . 7进化分支

广东省韶关市政府9日通报
称，该市目前出现多例多源头、多
链条的外地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引起本地连续发生阳性个案。
其中，对该市造成影响的奥密克
戎变异株BA. 5 . 1 . 7进化分支，在
国内尚属首次检出。 中新

韩国政府部门8日说，针对日
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
入海计划，韩国已在国际海事组
织的一次会议上呼吁国际社会发
起讨论，并指出这一做法可能给
邻国带来严重负面影响。《伦敦倾
废公约》及其议定书大会3日至7
日在英国伦敦召开。这一公约明
确禁止向海中排放放射性废物，
并指出放射性废物无论浓度高低
都可能对海洋环境构成重大威
胁。 新华

韩国呼吁国际社会讨论
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2022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
创建名单公示公告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部署，农
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开展
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评审，
经地方推荐、专家评审，拟将北京
市大兴区等100个申报单位纳入
2022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
名单并进行公示。公示期为10月8
日至10月10日。其中，山东省曲阜
市、兰陵县、龙口市、青州市、禹城
市、莱西市上榜。 新华

墨西哥恰帕斯州
又发生学生集体中毒事件

财经

第五批中央猪肉储备
将于近日投放

记者9日从国家发展改革
委了解到，近期生猪价格持续
高位运行，已处于历史较高水
平。为切实做好生猪市场保供
稳价工作，近日国家将投放今
年第五批中央猪肉储备。国家
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
同有关部门密切关注生猪市场
供需和价格形势，继续投放中
央猪肉储备，必要时进一步加
大投放力度，并指导各地同步
投放地方政府猪肉储备。新华

预估到欧洲供暖市场的新
需求，广东佛山顺德一些家电企
业调整产品结构，灵活研发新产
品适应市场的取暖需求。据广州
海关统计，2022年6月至8月，佛
山向欧盟出口电热水器、电暖
毯、电暖器等供暖设备0 . 94亿元
人民币，同比增长154 . 4%。新华

记者近日从中药制药共性技
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得到消息：由
该实验室为主体研制的国内首条
中药口服液条包生产线已建成投
产。该项目最大的特点是以新型

“塑料袋”代替了传统玻璃瓶用来
盛装口服溶液。由此，该生产线每
年可处理中药材2 . 5万吨，年产
口服液30亿条包。对中药行业来
说，此举尚属首次。 科技日报

中药口服液有望
用“塑料袋”代替玻璃瓶

广东顺德
取暖器生产忙

据报道，这起中毒事件7日
发生在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博
奇尔地区一所乡村初级中学。57
名学生出现中毒症状后，在当地
一家医院接受住院治疗。从9月
23日以来，同处恰帕斯州的塔帕
丘拉市发生两起学生集体中毒
事件，涉数十人。 新华

中国石油9日宣布，位于塔
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我国最大
超深油田——— 富满油田累计生
产油气突破1000万吨，标志着我
国超深层油气迈入规模开发新
阶段。富满油田所在的塔里木油
田是我国第三大油气田和西气
东输主力气源地。 央视

我国最大超深油田
生产油气突破千万吨

爱尔兰警方8日说，当地时
间7日下午3时过后，多尼戈尔郡
克里斯洛赫村郊的一座加油站
发生爆炸，使加油站和附近一栋
公寓楼严重受损。除9人死亡外，
爆炸还导致多人受伤，部分伤员
被转运至都柏林接受治疗。新华

爱尔兰一加油站
爆炸致死9人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胡
文辉9日在国家知识产权局10
月 例 行 新 闻 发 布 会 上 介 绍 ，
2012年至2021年，国家知识产
权局累计授权发明专利395 . 3
万件，年均增长13 . 8%，累计注
册商标3556 . 3万件，年均增长
25 . 5%。“我国知识产权激励创
新创造更加有力。”胡文辉说，
截至2022年9月，我国发明专利
有效量为408 . 1万件，其中国内

（不含港澳台）发明专利有效量
3 1 5 . 4 万 件 ，有 效 商 标 注 册
4152 . 3万件，累计批准地理标
志产品2495个。 新华

十年间我国授权发明专利
年均增长13 . 8%

●公告
青岛市即墨区乐学道文化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82MA3TC5358G)经董事会研
究决议，拟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民
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终止办学(办学
许可证号教民137028271032951号)
清算组已经成立，请债权人于公告
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
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青岛市即墨区乐学道文化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8日
●济南市市中区青春舞蹈培训学校
食堂丢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
可证编号：JY33701020183678，声明
作废。

●德州德鑫置业有限公司遗失法人
章(法人姓名：刘佳)一枚，现声明作
废。
●德州德鑫檀宫置业有限公司遗失
法人章(法人姓名：刘佳)一枚，现声
明作废。
●青岛华瑞药用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不 慎 丢 失 公 章 ， 编 码
3702820497190，声明作废。
●山东儿保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70181MA3PW53N0R)丢失公章、财
务章、法人章(王泉)、开户许可证，
声明作废。
●乐陵市西段乡中心社区幼儿园遗
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副
本，证号：52371481MJE921613M，声
明作废。

●中孚泓安(青岛)绿色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公章(3702020624207)、
财务专用章(3702020624208)、发票
专用章(3702020624209)、法人章
(3702020624210)丢失，声明原章作
废。
●注销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研究决议，青岛三达
电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11MA93RBPQ5B)自即日起注
销。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
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
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
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特此
公告。
青岛三达电子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2年10月10日
●青岛雅丽源商贸有限公司公章
(3702020307506)、财务专用章
(3702020307507)、法人章姜竣严
(3702020307508)丢失，声明原章作
废。
●青岛世杰和达人力资源服务有限
公司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正本丢
失，编号37020520220109，特此声明
原件作废。
●刘继琥遗失人民警察工作证，警
号009396，声明作废。
●济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桥分局
2008年1月30日核准的济南卓恩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370105200001010)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公章、法人章(崔晓丽)，声明作
废。
●上海市协力(济南)律师事务所陈
竞竞，因个人原因不慎丢失律师实
习证(证号：37012011213197)，特此
声明该证作废。

●遗失声明
籍慧丽遗失济南正信置业有限公司
开具的杨柳春风小区杨柳郡组团7-
1-1502室的购房收据2份，①编号：
1807004，金额：434010元；②编号：
1807486，金额：434009元，特此声明
挂失，原件作废。
●山东嘉昶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车
辆鲁AL5290(城建号7655 .)、鲁
AL7305(城建号7662)标识牌丢失，
声明作废。
●济南齿萌医疗设备有限公司财务
专用章(3701047031429)丢失，声明
原章作废。
●山东遇杰商贸有限公司公章(编
号3723303040923)、财务专用章(编
号3723303040925)、发票专用章(编
号3723303040924)、法人章仇亚琳
(编号3723303040926)不慎丢失，特
此声明原章作废。
●债权债务公告
日照市国学文化研究会(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51371100MJE6928068)，
经会表决同意，决定向登记管理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于见报
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清算组联系人：唐顺玲，联系电话：
18663331687。

●青岛森优品轩商贸有限公司法人
章张立成(编号3702200507603)，不
慎丢失特此声明原章作废。
●曲阜市弘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不慎丢失，副本
许可证编号:JY13708810020189，特
此声明原件作废。
●青岛鸿宇坤泽商贸有限公司公章
(3702020392292)、财务专用章
(3702020392291)、法人章韩强
(3702131166023)丢失，声明原章作
废。
●滨州市滨城区禾鸭餐饮经营店食
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丢失，许可证
编号JY23716020147932，声明原件
作废。
●丟失声明
周 岩 ( 身 份 证
37060219820706215X)，临清市烟草
专卖局检查证(编号37158105)不慎
丟失，特此声明作废。
●山东省烟台药材采购供应站有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70600165004288K，公章、法人章
不慎丢失，声明原章作废。
●张斌和石美玉购买的莱芜天晟置
业有限公司天晟上府钰园1号楼1单
元2102室的购房收据(收据号：
2148723，金额：500000元)丢失，声
明作废。
●汪伟，遗失邹城市公房管理所开
具的怡和家园公租房押金票据，票
据编号：A101118102217，金额3000
元,声明原件作废。
●济南东诺可信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丢 失 派 遣 证 副 本 ，证 件 号 码
37011220190035，声明作废。
●滨州惠民富仁木业有限公司公章
(编码：3723213021387)、法人章李
吉金印，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韩作红济南大学毕业证丢失，编
号：104275202105004020，声明挂
失。
●青岛铠德隆商贸有限公司财务专
用章(3702130301776)丢失，声明原
章作废。

拍卖公告
受业主委托，定于2022年10月17日上午

10：00在我公司拍卖厅对位于寿光市晨鸣路
西建新街北工业小区11号楼4单元102室一宗
进行公开拍卖，房屋面积79㎡，起拍价18万
元，即日起现场展示，以现状拍卖。
有意参与竞买者请于2022年10月14日

12：00前将竞买保证金5万元汇入下列账户并
持有效证件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特别提示：承租人依法享有同等价格优

先购买权。
户名：山东大公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行：潍坊银行和平路支行
账 号：0206 0121 1000 6409
联系人：15063680038张经理
公司地址：潍城区和平路2466号福润德

商务大厦16楼
山东大公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10日

拍卖公告
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济南海关委托，我公

司定于2022年10月20日10时至2022年10月21
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京东拍卖平台(http:
//haiguan.jd.com)举行拍卖会。
一、标的及竞买保证金：带有“GOYARD”标

识木柄手提包(型号SAIGOBPMLTY40CL41P)1
只，起拍价：10880元，保证金：3000元。特别说
明：标的以实物现状为准，委托方对标的所作
出的说明及相关资料均是对标的所作的参考
性说明，不作为委托方对标的外观、品质、质
量、数量、真伪或损坏程度的任何担保，也不
作为标的现状的法律依据和标的移交的凭
据，由此产生的问题也不影响成交结果及成
交价格。
二、标的展示时间及地点：自公告之日

起，意向竞买人请致电本公司预约查看时间。
现场查看标的须提供“健康码(绿码)、行程
码、身份证头像面复印件、24小时内济南本地
有效核酸检测证明”(具体需按照来访当日济
南本地及海关防疫要求准备相应资料)，方可
办理进入手续。进入大院需全程佩戴口罩，来
访当日无发热、头痛、干咳、乏力、嗅觉味觉减
退、鼻塞、流涕、咽痛、结膜炎、肌痛和腹泻等
新冠肺炎相关症状。
三、拍卖地点：京东网络拍卖平台(http:

//auction.jd.com/haiguan.html)；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意
向竞买人须注册京东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
(已注册京东账号的通过实名认证即可)，并
在线支付相应标的竞买保证金，具体要求请
阅读竞价页面内的《竞拍须知》及京东网络拍
卖平台告知的海关拍卖流程(拍卖前必看)的
相关准则。
四、联系方式：公司名称：金诺国际拍卖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联 系 电 话 ：臧 经 理
15665756319刘经理17854120802 海关监督
电话：0531-68696285公司地址：济南市高新
区舜风路101号齐鲁文化创意基地4号楼

金诺国际拍卖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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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沧区沧口重拾经典火锅店不慎
丢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
编号：JY23702130068408，声明作
废。
●青岛鼎盛林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名
称变更为青岛煜禾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原公章(3702140489273)、财务
专用章(3702140489274)、发票专用
章(3702140489275)声明作废，重新
申领印章。
●赵南购买的历城区敬德街555号
恒大名都2号地下车库2175车位收
据丢失，编号AM0005658，现声明作
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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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登报服务连锁机构：基于市场拓展需要，诚聘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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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节约能源支出，法国一些
游泳池不得不调低水温甚至干脆
不再加热池水。巴黎郊区一个露
天游泳池因此出台新规定，要求
今年秋天游泳者必须穿潜水服，
以防水温过低发生意外。以往，这
个50米长的奥运会标准游泳池的
水温都加热至26摄氏度；如今，这
个露天游泳池旁有标识显示，水
温为19摄氏度。 新华

9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2年
第三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
2022年第三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在
全国50个城市进行了2万户城镇储
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本季度城
镇储户收入感受指数由降转升，就
业预期指数有所回升，物价预期指
数上升，储蓄意愿持续较强。中新

据泰国警方最新消息，4名儿
童在泰国东北部一所保育中心发
生的枪击案中幸存，正在接受治
疗。事发地农磨兰普府警官扎格
拉帕·维奇怀塔亚7日告诉路透社
记者，有3名男童和1名女童幸存，
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新华

第三季度城镇储户
储蓄意愿持续较强

为节能降水温
法国一泳池要求穿潜水服

泰国保育中心枪击案
4名儿童幸存

国务院物流保通保畅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监测汇总数据显
示：10月8日，国家铁路货运继续
保持高位运行，运输货物1100 . 5
万吨，环比下降0 . 73%。全国高速
公路货车通行692 . 42万辆，环比
增长14 . 26%。监测港口完成货物
吞吐量3396 . 8万吨，环比增长
4 . 7%。 央视

全国高速公路货车
通行环比增长14 . 26%

“通过长期不懈的反盗猎斗
争，可可西里已连续13年未发生
盗猎等刑事案件。”这是8日在青
海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

“青海这十年”公安专场新闻发布
会上发布的消息。 中新

我国最大无人区可可西里
连续13年未发生盗猎案件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食
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暂
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
法》规定了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者、
销售者的主体责任及生产全过程
控制的具体要求，食品相关产品
生产者要建立原辅料控制、生产
关键环节控制、检验控制以及运
输交付控制等制度。《办法》自
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央视

食品相关产品质量
安全监督管理新规出台

我国浙江和海南两地发现了
一种名为“白盖鸡油菌”的新物种，
这一发现已发表于国际期刊《微生
物学前沿》。据了解，白盖鸡油菌由
海南医学院热带转化医学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食用菌研究所等研究机构的科
研人员于2017年和2020年先后在
海南鹦哥岭、浙江天目山发现，经
基因测序后确定为新物种。专家表
示，白盖鸡油菌是鸡油菌属的一
种，目前业内对这种新物种的了解
还比较有限，建议不要采食，以免
引起不良反应。 新华

我国发现新物种
“白盖鸡油菌”

国家邮政局推动行业
向“智能+”跃升

10月9日是第53届世界邮政
日，国家邮政局局长赵冲久在世
界邮政日的致辞中介绍，我国将
大力发展智慧邮政和智慧快递，
加快推动行业由“互联网+”向

“智能+”蜕变跃升。当前，我国邮
政业进入了年快递件量过千亿
件、年快递收入上万亿元的新阶
段。 新华

十九大以来查处27 .3万个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记者近日从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获悉，党的十九大以来，截至
2022年8月底，全国纪检监察机关
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27 . 3万个，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
41 . 0万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
分24 . 3万人。 新华


	A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