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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日报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盈科（长春）律师事务所

遗失声明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
理局（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依据《事业
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经举办单位同意，
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20年6月8
日起90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

理局
2020年6月8日

注销公告
●延边汪清干菜加工有限公

司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
检疫证书丢失，声明作废。具体如
下：证书号 220000000523629 副
本；证书号 219000004182951 副
本；证书号220000000524796正本
和副本。

●张秀君将在国信中央新城
峯境二期购买的CW319车位认购
协议书以及 CW319 车位（168000
元）收据丢失，凭证号码1744289
号，特此声明作废。

●金琨将文职干部证丢失，证
件号码：军字第0382883，声明作
废。● 李 冰 轮 将

220104197805213825号身份证遗
失，声明作废。●王中海 将《保险销售从业
人 员 执 业 证 》丢 失 ，证 号 ：
02000222070080002017010568
声明作废。●长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兴
中 分 公 司
221000661018150055104 在 交 通
银行新曙光支行的银行预留印鉴
法人章相长胜 2201031705749 丢
失，声明作废。●长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兴
业 分 公 司
221000661018150020932 在 交 通
银行新曙光支行的银行预留印鉴
法人章李长庆 2201880027098 丢
失，声明作废。●长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兴

业 分 公 司
221000661018150020932 在 交 通
银行新曙光支行的银行预留印鉴
公章2201990119020丢失，声明作
废。

●长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裕
信分公司7180120103000009在长
春市商业银行同志街支行的银行
预留印鉴法人章 2201040001059
丢失，声明作废。●长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兴

辉 分 公 司
0710702011015200007781 在长春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开
支行的银行预留印鉴法人章
2201990006747丢失，声明作废。● 杜 奕 兵

（220103198012131916）将长春市
南关区中环小区12区10栋3单元

307室房证丢失，特此声明。

●路凤华于 2020 年 06 月 07

日不慎将220281198504157025号

身份证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李德本将与吉林省中深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
编号：F041棚户区拆迁补偿安置

协议书遗失，声明作废。
●吴文彬将身份证丢失，号码

222324197012287515，声明作废。

●吉林省弘元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将公章、法人章（刘旭）丢失，
特此声明。

公 告
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政府根据《长春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

暂行办法》组织实施南关区夹馅棚户区改造三期项目全安街道长大小
区90号楼地块项目范围内的征收与补偿工作。

为加快推进长春市南关区夹馅棚户区改造三期项目全安街道长
大小区90号楼地块项目的建设，依法向被征收人下达了《长春市国有
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分户评估报告》。现对吴增伙（220124********
0011）、李淑芹（220102********2223）王晓玲（220102********2223）、
李九余（220102********3110）、王晶（220102********0222）、王洪秀
（220102********2227）（主张权利人：王玉萍、王洪新、王洪秋、王洪
丽、王洪艳包括但不限于以上人员）。公告送达《长春市国有土地上未
经登记房屋分户评估报告》,请被征收人速到长春市南关区长大社区
（南关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现场办公室）领取，联系电话：18514315630

南关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
2020年6月9日

南关区轨道交通7号线项目征收决定公告
为了公共利益需要，依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

例》和《长春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南
关区人民政府对南关区轨道交通7号线项目做出房屋征收决定。现
将房屋征收决定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征收范围：西起工农广场，东至伊通河西岸，经南湖大路（具体
以长春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施工图纸为准）。

二、征收部门：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政府。
三、征收实施单位：长春市南关区征收经办中心。
四、补偿方式：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房屋产权

调换。被征收房屋的价值，由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依法评估确定。
五、补偿原则：房屋征收补偿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

例》及《长春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执行。
六、签约期限：2020年6月15日至2020年7月15日。
七、搬迁期限：2020年6月15日至2020年7月15日。
八、被征收人对本决定不服的，可在本决定公布之日起六十日内

依法向长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六个月内向长春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九、权利和义务：房屋征收部门对被征收人依法给予补偿；被征收
人应当在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

十、在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或被征收房屋所有人不明确
的，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政府将依法做出补偿决定，并予以公告。被征
收人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不搬迁的，由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政府依
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十一、征收现场办公地点：南关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办公电话
043181123013。

特此公告。
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政府

2020年6月9日

公 告
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政府根据《长春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

暂行办法》组织实施南关区夹馅棚户区改造二期项目新春街道老亚细
亚地块项目范围内的征收与补偿工作。

为加快推进长春市南关区夹馅棚户区改造二期项目新春街道老
亚细亚地块项目的建设，依法向被征收人下达了《长春市南关区人民
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现对张程（220102********1419）公告送
达《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请被征收人速到长
春市南关区永春社区（南关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现场办公室）领取，联
系电话：19904441917

南关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
2020年6月9日

公 告
东田青年城小区面向社会公开选聘物业服务公司，报名条件: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注册资金一千万元以上，靠挂企业不得参

与。具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具备ISO14001认证证书。
2.近三年获得过市级政府部门颁发的5A、3A信用证书。
3.近三年缴纳社保人数300人以上。
4.近三年服务小区建筑面积300万平方米以上。
5.近三年财务审计报告、无不良记录。
自6月9日起至6月11日，接受咨询，参选报名。
报告电话：15043096778 15568726558

东田青年城小区业主委员会
2020年6月9日

国家林业局驻长春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
事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
办公室长春办事处）依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
暂行条例》，经举办单位同意，拟向事业单位
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
组。请债权人自2020年6月8日起90日内向
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国家林业局驻长春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

事处
2020年6月8日

注销公告
孙国义身份证220125197112041057将坐

落在长春市双阳区齐家镇永安村王鸡房屯，
原 土 地 确 权 证（ 确 权 证 编 号 ：
D2201120046943）遗失，公告声明作废。

长春市双阳区齐家镇永安村村民委员会
2020年6月8日

公 告
依据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2016）吉

0103执498号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
强制注销被执行人郑斌名下房屋[丘地号4-
36/201-4（701）]抵押登记，上述房屋转移登记
至李树根名下。长房权字第1060164016号房
屋所有权证作废，1057062号他项权利证作废。

附：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2016）吉
0103执498号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

长春市房产权属与交易景阳服务中心
2020年6月2日

公 告

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

前印发《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

险普查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为全面掌握我国自然灾

害风险隐患情况，提升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

综合防范能力，经国务院同意，定于2020年至

2022年开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

查。

《通知》指出，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是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是提升自然灾害

防治能力的基础性工作。通过开展普查，摸清

全国自然灾害风险隐患底数，查明重点地区抗

灾能力，客观认识全国和各地区自然灾害综合

风险水平，为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效开

展自然灾害防治工作、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提供权威的灾害风险信息和科学决策

依据。

《通知》指出，普查对象包括与自然灾害相

关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要素，省、市、县各级人民

政府及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

处，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重点企事业单

位和社会组织，部分居民等。普查涉及的自然

灾害类型主要有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气象灾

害、水旱灾害、海洋灾害、森林和草原火灾等。

普查内容包括主要自然灾害致灾调查与评估，

人口、房屋、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系统、三次产

业、资源和环境等承灾体调查与评估，历史灾

害调查与评估，综合减灾资源（能力）调查与评

估，重点隐患调查与评估，主要灾害风险评估

与区划以及灾害综合风险评估与区划。普查的

标准时点为2020年12月31日。

《通知》强调，各地区、各部门按照“全国统

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地方分级负责、各方共

同参与”的原则，认真做好普查的组织实施工

作。为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国务院第一次全国

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负责普查组

织实施中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决策。县级以上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要设立相应的普查领导小组

及其办公室，认真做好本地区普查工作。普查

工作经费以地方保障为主，中央负责中央本级

相关支出和中央部门承担的跨省（自治区、直

辖市）普查工作相关支出，并通过专项转移支

付给予地方适当补助。

《通知》要求，普查工作人员和对象必须严

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

和本次普查的具体要求，如实反映情况，提供

有关数据。任何地方、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虚

报、瞒报、拒报、迟报，不得伪造、篡改普查数据。

各级普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涉密资料和数

据，必须严格履行保密义务。各地区、各部门要

广泛深入宣传普查工作的重要意义和要求，为

开展普查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国 办 印 发 通 知

开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新华社南昌6月8日电（记者赖星）记者8日从江西省纪

委监委获悉，宜春市委原书记颜赣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

正接受江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江西宜春市委原书记颜赣辉接受审查调查

新华社沈阳6月8日电（记者王莹 包昱

涵）心系海底，梦向深蓝。历经40余天，由中国

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主持研制的“海斗

一号”全海深自主遥控潜水器，于6月8日搭

乘“探索一号”科考船载誉归来。

“海斗一号”此次在马里亚纳海沟成功完

成了首次万米海试与试验性应用任务，最大

下潜深度10907米，刷新我国潜水器最大下潜

深度纪录，同时填补了我国万米作业型无人

潜水器的空白。

本航次中，“海斗一号”在马里亚纳海沟

实现了4次万米下潜，在高精度深度探测、机

械手作业、声学探测与定位、高清视频传输等

方面创造了我国潜水器领域多项第一。

作为集探测与作业于一体的万米深潜装

备，“海斗一号”在国内首次利用全海深高精度

声学定位技术和机载多传感器信息融合方法，

完成了对“挑战者深渊”最深区域的巡航探测

与高精度深度测量，获取了一系列数据资料。

同时，借助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全

海深机械手，“海斗一号”多次开展了深渊海

底样品抓取、沉积物取样、标志物布放、水样

采集等万米深渊坐底作业，并利用高清摄像

系统获取了不同作业点的影像资料，为深入

研究探索深渊地质环境特点和生物演化机制

提供了宝贵素材。

“海斗一号”是科技部“十三五”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深海关键技术与装备”重点专项立

项支持项目，由沈阳自动化所联合国内十余

家优势单位共同研制。自2016年7月项目启

动后，“海斗一号”历经两年半的关键技术攻

关与测试验证，于2019年完成实验室总装联

调、水池试验、千岛湖湖试和南海4500米阶段

性海试。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来袭，“海斗一

号”研发团队克服重重困难，于4月23日搭乘

“探索一号”科考船奔赴马里亚纳海沟，在短

时间内高效完成了海试和试验性应用任务。

“海斗一号”的成功研制、海试与试验性

应用，是我国海洋技术领域的一个里程碑，为

我国深渊科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技术手

段，也标志着我国无人潜水器技术跨入了一

个可覆盖全海深探测与作业的新时代。

10907米！“海斗一号”全海深潜水器成功完成万米海试

新华社香港6月8日电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8日表示，符合资格的香港永久性居民21日起可登记申请领

取1万港元，最快可于7月8日收到该笔款项。

香港特区政府此前宣布，将向18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

居民每人发放1万港元，一方面鼓励及带动本地消费，另一方

面纾缓市民的经济压力。

在当日召开的记者会上，陈茂波表示，此项措施预计可惠

及约700万人，涉及约710亿港元开支。申领款项的登记时间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陈茂波介绍，特区政府已与21家银行签署协议。市民可

通过银行登记、网上电子登记或书面登记等方式申领款项。对

于6月底登记的市民，特区政府会于7月8日起将1万港元存

入申请人的银行账户。从7月开始进行电子登记的市民会在

一星期内收到款项。

2月26日，陈茂波在特区立法会发表了2020／2021财政

年度特区政府财政预算案，决定推出超过1200亿港元的大规

模逆周期措施，其中包括此项约710亿港元的开支。

香港永久性居民21日起可申领1万港元
预计700万人受惠

新华社西宁6月8日电（记者王艳）6月8日，在海拔2800

米的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河西农场，经过

4天插秧，海水稻的试种植面积已经达到28亩。这是海水稻

首次在高海拔的青藏高原试种植。

“海水稻”是“耐盐碱水稻”的俗称，普遍生长在盐碱地，具

有耐盐碱、抗涝、抗病虫害、抗倒伏等特点。

通过自主研发技术、优化最优配比，运用水稻耐盐碱试

验、耐寒试验等方法，袁隆平海水稻科研团队专门培育出高原

寒地海水稻。6月初，工作人员将温室大棚里培育出的海水

稻移栽到盐碱地中。

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培育工程师张国东说：“移栽的秧

苗一般需要5至7天的适应阶段。试插秧一方面是考验秧苗对气

候的适应情况，另一方面是看秧苗的返苗、返青情况。”接下来，

科研团队将通过“人工＋机械”的方式在新开垦的盐碱大田先试

种100亩进行数据观察，为后期大面积试种提供数据样本。

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盐碱地稻作改良技术处处长吴

占勇说：“这是海水稻首次在高寒地区试种植。我们将充分发

挥柴达木盆地种植海水稻的优势，开展品种本土化培育，筛选

和培育耐寒耐旱水稻品系，这对格尔木乃至青藏高原地区农

业种植结构调整有关键作用。”

袁隆平海水稻科研团队的工作人员还将在格尔木进行不

同盐碱地改良的实验和耐盐碱水稻品种的筛选。同时，他们

将利用最新科技成果促进青海农业现代化转型，打造“盐碱地

改良＋海水稻种植＋数字化农业”的新模式。

海水稻首次在青藏高原柴达木盆地试种植

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记者张千千 吴

雨）中国人民银行8日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

了1200亿元的7天期限逆回购操作，并将于

6月15日左右对本月到期的中期借贷便利

（MLF）一次性续做。

央行发布公告称，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

性合理充裕，当日开展1200亿元逆回购操

作，期限为7天，中标利率为2.2％。

此外，央行公告称，将于6月15日左右对本

月到期的中期借贷便利（MLF）一次性续做，具体

操作金额将根据市场需求等情况确定。

当日银行间市场除7天、14天期限利率下

行，其他期限利率有所上行。8日发布的上海银行

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显示，隔夜利率为

1.89％，较上一个交易日上行30.8个基点；7天

和14天利率分别为1.942％、1.69％，较上一个

交易日分别下行4.5个和1.5个基点；一年期利

率为1.957％，较上一个交易日上行5.4个基点。

央 行 开 展 1200 亿 元 逆 回 购 操 作

据新华社香港6月8日电（记者李滨彬）京东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京东）8日宣布启动香港IPO（首次公开募股），当日在

港公开发售股份，股份代号为9618。此次京东全球发售1.33

亿股，香港发售665万股，国际发售1.2635亿股，预计6月18

日在港交所挂牌上市，正式交易。

京东将和阿里一样，以“同股不同权”架构在港第二上

市。据招股书披露，京东此次公开发售价不超过每股236.00

港元，假设超额配股权全部被行使，融资规模为356.49亿港

元。6月6日，美股收盘时，京东在美国存托股收报每股59.04

美元，涨4.46％。

2014年5月，京东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其美国存托股以

美元交易进行。此次京东在香港上市筹集的资金将用于投资

以供应链为基础的关键技术创新，以进一步提升客户体验及

提高营运效率。以供应链为基础的技术可应用于京东的关键

业务运营，包括零售、物流及客户参与度。

根据不同投票权架构，京东的股本包括A类普通股及B类

普通股。对于提呈京东股东大会的任何决议案，A类普通股

持有人每股可投1票，而B类普通股持有人则每股可投20票。

京 东 启 动 香 港 IPO

这是洪水奔流的漓

江流过广西阳朔县境内

（6 月 8 日摄，无人机照

片）。6月6日至8日，广

西阳朔县普降暴雨，局部

降特大暴雨，全县9个乡

镇出现洪涝灾害。目前，

全县正有序开展灾后生

产生活恢复。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