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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文均据新华社

■国内

彩票开奖公告

●福彩
3D第2019135期：7 8 9
七乐彩第2019058期：08 10 20 23 24 25 27 12
6+1第2019058期：0 9 5 7 2 7 羊
15选5第2019135期：01 07 09 12 15
●体彩
大乐透第19058期：03 10 13 14 32 07 11
20选5第19135期：07 10 11 12 14
排列5第19135期：0 9 4 5 5

■科技

■要闻速览

■国际

●国家主席习近平 5 月 20 日至 22 日在江西
考察，主持召开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并
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贯彻新发展理念，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下更大功夫，在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下更大功
夫，积极主动融入国家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不
断增强中部地区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奋力开创中
部地区崛起新局面。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5 月 22 日主持召开国
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深入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债转
股的措施，支持企业纾困化险、增强发展后劲；部
署进一步推动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增加
医疗服务供给、促进民生改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
安全工作的意见》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本书收录了《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
意见》全文和国务院食品安全办负责人就《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
意见》答记者问等重要内容。

三大航空公司向波音提出索赔

继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日前正式向波音公司
提出索赔后，22 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中国南
方航空公司也就波音737MAX8飞机长时间停飞
以及订单无法按时交付所造成的损失，正式向波
音公司提出索赔。

截至目前，国内航空公司共运营有 96 架
737MAX8机型，且有更多预订订单尚未交付。业
内人士表示，此次停飞给各航空公司造成了较大
损失，且相关损失还在持续扩大中。

“重型燃气轮机”自主研制
取得突破性进展

记者22日从国家电力投资集团获悉，由国家
电投牵头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重型燃气轮机”
自主化研制近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据介绍，F 级 300MW 重型燃机概念设计阶
段主要设计工作目前已完成，压气机、燃烧
室 和 透 平 等 关 键 零 部 件 试 制 和 试 验 正 在 开
展，包括设计研发、材料试制等多方面均实
现阶段进展。

重型燃气轮机集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于
一身，以超级高效、清洁、灵活的特点，被誉为装
备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国家电投表示，将秉
承以我为主、自主可控的原则，充分借鉴国际厂
商的先进经验，加快实现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的重型燃机技术的研发目标。

我国今年还将发射
6-8颗北斗三号卫星

记者从 22 日在北京召开的第十届中国卫星
导航年会上获悉，我国今年还将发射6-8颗北斗
三号卫星，继续加快全球组网步伐。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冉承其
在会上透露：“我国今年还将发射 6-8 颗北斗三
号卫星，明年计划再发射 2-4 颗北斗三号卫星，
至2020年底全面完成北斗三号系统建设。”

北斗系统是我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全球
卫星导航系统。截至目前，北斗系统在轨卫星共
38 颗，包括 18 颗北斗二号卫星和 20 颗北斗三号
卫星，共同为全球用户提供服务。

长三角开通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记者从5月22日在安徽芜湖举行的2019年长
三角一体化合作事项签约仪式上获悉，长三角沪苏
浙皖一市三省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正式开通上线，

“包邮区”从此可以足不出户办理多项跨省事宜。
即日起，长三角地区民众与企业通过“一网

通办”电子化平台，即可享受到30项企业事项和
21项个人事项异地就近办理，以及9类电子证照
共享互认，包括新生儿查重名、身份证和居住证
预约办理、交通违法查询等热门服务。

记者通过支付宝首页搜索“江苏政务服务”，
选择“长三角无感漫游”，可直接切换到浙江省、
安徽省等办事页面，一键选择上述两省停车补缴
费、婚姻登记预约等服务。

5 月 22 日，在柬埔寨茶胶省，人们参加御耕
节典礼。当日，柬埔寨庆祝御耕节典礼在茶胶省
举行。一年一度的御耕节是柬埔寨历史悠久的民
族传统节日，主要是为了祈祷神灵保佑、风调雨
顺、五谷丰登。

5 月 20 日，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一名女子
在管井处取水。由于近一个月的热浪侵袭以及几
乎没有降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老城区市民面临
供水危机。

■经济

孟加拉国达卡市民遭遇缺水

柬埔寨庆祝传统御耕节

■航天

征 婚 交 友

本人女46单身有房15606695836

快捷专业搬家87907772

喜乐搬家87778900

搬 家 搬 厂 遗 失 声 明

宁波微普健康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宁波市鄞州区体育局2018年
7月2日核发的高危险性体育项
目经营许可证，许可证编号：
33021220180007，声明作废
宁波微普健康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宁波市鄞州区卫生和计划生
育局2017年12月14日核发的卫
生许可证，浙卫公证字（2017
）第330212050548号声明作废
周杨遗失发票章3302240048307
声明作废
宁波蔚蓝科学仪器有限公司遗
失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5
年12月0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
0201MA2812201M，声明作废
宁波尚阳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公章3302100067934，
财务章3302100067935声明作废
宁波俞懿锋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财务章，法人章（俞钗锋），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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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

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
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元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合伙企业转型清算公告
合伙企业宁海县华荞药店

（普通合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26308926635E）拟转型为有
限责任公司，原合伙企业将清算注
销。原合伙企业债权债务由原合
伙人承担无限责任，升级后的公司
对原合伙企业债权债务承担连带
责任。特此公告！

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送达公告
宁波广耐洁日用品有限公司：

司广瑞于2018年4月13日向本局提交其工伤认定申请，称
其于2017年9月28日6时30分左右在公司车间操作塑机时不慎
被模具压伤左手，本局于2019年5月9日依法受理了司广瑞的工
伤认定申请。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本局
于2019年5月9日、16日先后两次向你单位工商注册地宁波市镇
海区 浦镇镇浦路5800号邮寄送达、直接送达《工伤认定举证通
知书》（镇人社工举〔2019〕4号）均未果，现依法向你单位进行公告
送达，你单位应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提交司广瑞所受到的
事故伤害不属于工伤的证据材料；如不提供，本局将根据申请人
提供的证据或者调查取得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
本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后视为送达。
联系电话：0574—86274901。特此公告

宁波市镇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年5月23日

宁波锦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招保安若干名
要求：年龄60岁以下，
男，本地人，工资面谈。
联系电话：87119557
联系人：施经理

宁波海曙凤生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宁波市海曙汇通商贸有限公司
遗失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潘建明遗失红星美凯龙2019-04
-20开具的收据SK190420023
64150，金额50000，声明作废
王华丽遗失收据3010814、30
10813金额各1500元声明作废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兴化工
公司遗失宁波市北仑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1999年3月10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3302
061700425，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咸祥南渔食府遗失
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7年03月24日核发的食品经
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3302120152205，声明作废
宁波无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编号3302120235971，财
务章编号3302120235972，合同
章编号3302120235973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决定，将注

册资本由200万元人民币减
至100万元人民币，并按有
关规定办理工商减资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市吉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将

注册资本由518万元人民币
减至128万元人民币，并按
有关规定办理工商减资手
续。 特此公告
宁波市鄞州大协船舶舾装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经股东决定，本公司决定

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并
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手
续。

特此公告
宁波八加一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

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
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市江北特唯机床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经股东决定，本公司决定

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并
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手
续。

特此公告
宁波市北仑区捌秒钟服饰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

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
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海曙慧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经全体合伙人决议，本公

司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
小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
商注销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裕洋颐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销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

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
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市溪口祺炫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北影电影产业园开发（宁波）
有限公司遗失公章，编号
3302120479545，声明作废。
余姚市横坎头红村大糕店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浙B4465M人保公司商业险保
单流水号33021800233641单证
识别号AEDAAE0015D00
的保单正本遗失特此声明
浙江爱衣电器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3302820289089）、
财务章（3302820289090）、
法人章（戚孟珍）声明作废
宁波市海曙达君汽车修理部遗
失公章，发票章声明作废

场地出租或寻合伙人
本公司为家装装饰设计公司，公司
内部装修有私人私宴会所场地，装
修豪华，设超大包、中包、小包以及
多项娱乐设施。现场地出租或者
诚邀管理人、合伙人，有意者请
联系13355944518下应张先生

注销公告
经全体合伙人决议，本企

业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
小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
商注销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国华信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销公告
经全体合伙人决议，本企

业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
小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
商注销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国华融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影教育科技（宁波）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专用章，编号
3302110138713，声明作废。
北影教育科技（宁波）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编号
3302110138712，声明作废。
北影电影产业园开发（宁波）
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
编号3302120479546声明作废
宁波禧岸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宁
波市海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
08年4月2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
0203671244460G，遗失公章，
财务章，法人章（陈春雷），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经股东决定，本公司决定

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并
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手
续。

特此公告
宁波禧岸贸易有限公司

奉化市杨永兵便利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JY13
302830104390，声明作废
浙江爱衣电器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慈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8
年06月06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91330282MA282UT13U
声明作废

宁波盖特万跨境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编号
3302120363707，声明作废
宁波无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2014年9月16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12316801269D声明作废

进口药加税？别慌，不会加征

随着 6 月 1 日 0 时我国对美部分商品提高加
征关税税率日期临近，部分企业和民众疑惑乃至
担忧，我国已经发布 3 份涉美约 600 亿美元商品
加征关税公告，会不会重叠加税？进口药会不会
因此涨价？经咨询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办公
室，新华社记者 22 日确认：加税不重叠，药品不
加税。

据介绍，为不影响国内患者用药，不加重患
者负担，在拟定对美反制措施时，相关部门已将
治病防病用药品全部排除在外。也就是说，自美
进口这些药品不会加征关税。在不加税的同时，
我国本身还对绝大多数药品实行零关税。因此，
患者和家属朋友可以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