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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东莞市万江街道万高路5号“广通台小区”1栋、2栋及

9号“万江交通分局宿舍大楼”的业主：

我司开发的“蔚然广场”项目即将动工。为确定该

项目的施工对周边建筑物的影响情况，我司已委托专

业单位对周边房屋进行裂缝检查及变形观测。但尚有

部分房屋无法联系到业主而未能完成入户裂缝检查。

请尚未完成入户裂缝检查的房屋的业主于2022

年 10月 08日前与我司周生（电话13790558728）联

系，完成入户裂缝检查。

特此告知！

东莞市复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09月23日

▲李万足遗失东莞市横
沥镇田饶步股份经济联合社
于2018年6月29日开具的租
赁厂房定金（1幢1楼、1幢3
楼）收据，编号1805059，金额
78400元，特此声明。

▲东莞市长安镇自来水
公司遗失《长安自来水公司工
程服务部安装按金收款凭证》
票据（共三联），票据号码：
0001155，为空白票据，没有
盖章，特此声明作废。

▲东莞市骏升建筑机械
租赁有限公司遗失二份施工
升降机备案证，产权编号：粤
SA- S02088， 粤 SA-
S02169，声明作废。

▲东莞市水电建筑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遗失东莞市麻
涌镇大盛股份经济联合社投
标保证金收据，票据号码：
00129826， 00129830，
00129831，特此声明作废。

▲徐向前不慎于2022年9
月15日遗失人民警察证，警察证
号：158300，现登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是东莞市道滘镇蔡

白村金色阳光D栋502房业
主邓岸晶，现登报声明遗失了
购房楼款收据红联和维修基
金红联，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张永翔房屋居住地

位于东莞市万江区简沙洲坝
新路段翠怡居11座9A，本人
是该房屋使用证持有人，身份
证 ：460006199009177211，
合同编号：2007-4（715），因
房屋使用证在2022年8月份
遗失，特此声明该房屋使用证
作废。

声明
因我单位东莞市厚街镇

桥头股份经济联合社元州分
社需要办理广东发展银行账
户注销户口：户名东莞市厚街
镇桥头元州经济合作社，账
号 ：106052516010000641。
鉴于预留的东莞市厚街镇桥
头元州经济合作社的财务专
用章，东莞市厚街镇桥头元州
经济合作社公章已遗失，特此
声明。

声明
因我单位东莞市厚街镇

桥头股份经济联合社井头
分社需要办理广东发展银

行账户注销户口：户名东莞
市厚街镇桥头井头经济合
作 社 ， 账 号 ：
106052516010000361。 鉴
于预留的东莞市厚街镇桥头
井头经济合作社的财务专用
章，东莞市厚街镇桥头井头
经济合作社公章已遗失，特
此声明。

声明
兹有东莞市九意广告有

限公司原财务专用章遗失，
需重刻，特此声明原财务专
用章作废。

声明
兹有东莞市超美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原公章遗失，需重
刻。特此声明原公章作废。

清算公告
东莞市石碣阳光课室培

训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441900066714858E）决定
注销，成立债权债务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45日内向我单位清算组申报
债权，清算组联系人：王新云，
电话：18998064902，地址：东
莞市石碣镇刘屋村坣贝 东莞
市石碣阳光课室培训中心

2022年9月21日

寻死者家属
2022年 8月 23日，在松

山湖新城大道转进107国道
的深坑桥路口发生路人（女）
倒地事件，后该路人送至东莞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救治无效
死亡。该死者（女）年龄约40
岁至50岁，身材瘦小，身份无
法核实，现急需寻找死者家
属，望知情者尽快与杨屋派出
所联系，联系人：叶警官、张警
官，联系电话：83352517。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声声声 明明明

其他声明其他声明其他声明

公 告公 告公 告
启启启 事事事

招租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行定于2022年9月30日上午10时在东莞市东城中路达

鑫创富中心9楼以公开拍卖的形式招租以下物业：

竞租人资格要求：注册地在东莞市的法人单位。
展示时间：2022年9月26、27日。
集中看样时间：2022年9月28日17时前电话预约看样。
符合条件并有意向者，请于2022年9月29日17时前将保证金汇至

（户名：东莞市拍卖行、账号：380010190010024145、开户行：东莞农村商
业银行中心支行）并于拍卖会开始前携带营业执照原件、法人身份证原件
（若授权委托，另需提供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身份证原件）、保证金缴款
证明、公章，到拍卖会现场办理登记手续。

保证金以到账为准，逾期或错漏视为无效保证金。保证金付款人与
竞租人须为同一人。本次招租标的符合条件的优先承租权人，应经委托
方核准后方取得优先承租权资格。

联系电话：22413434、18925588441（郑生）
本行地址：东莞市东城中路达鑫创富中心9楼
详情可登录http://www.dg-paimai.cn查阅。

东莞市拍卖行

序
号

1

物业名称及地址

东莞市谢岗镇花园大道
72号1号楼10楼1001、
1002、1003、1004室

招租面
积（㎡）

1007.49

起拍价
（元/月）

30224.7

保证金
（元）

60000

租期、租金递增
幅度及免租期

5年（每3年递
增5%），免租期

2个月

租赁用
途限制

仅限商
业办
公。

关于敦促当事人处理机动车的公告
下列车辆已被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望牛墩大队暂扣，超过30日尚未接受处理。请当事人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3个月内持合法证明或补办相应手续到本大队接受处理。逾期仍不接受处理的，将依法予以处理。
特此公告

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望牛墩大队
二○二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逾期未接受处理机动车统计表
一、挂有号牌汽车19辆。

二、挂有号牌二轮摩托车74辆、无号牌二轮摩托车287辆、有号牌二轮电车1辆、无号牌二轮电车51辆、无号牌三轮
电车62辆、无号牌三轮摩托车8辆、共483辆。（违章车）

三、挂有牌二轮摩托车85辆、无牌二轮摩托车206辆、无牌二轮电车69辆、无牌三轮电车23辆、无牌三轮摩托车6
辆、人力三轮6辆、人力单车14辆，共409辆。（事故车）

粤S7QB96

粤S441B3

粤SD869N

粤SM9388

粤SUL281

粤S97937

粤SEM038

粤SWR446

粤SYR019

粤SNY805

粤B9EQ09

粤S1F8C9

粤S5G528

粤B619F5

粤SK66G5

粤SGP271

粤KW4293 粤SMT355 粤SF9L03

粤S96H26

粤S35F78

粤A18U52

粤AVA293

粤ADX328

粤S68V16

粤S20661

粤S2D266

粤S36F36

粤S32T19

粤S18V30

粤S52C10

粤SYQ168

粤S3X820

粤S80A60

粤S9T917

粤A62P15

粤S8V956

粤S92S29

粤S56R78

粤S63Q28

粤S12W45

粤A88E61

粤S16F95

粤S68Z20

粤S08V69

鄂FQ2075

粤A96C33

粤A56P55

粤A86Q86

粤S95923

粤SL0034

粤A95P98

粤A19G60

粤A68Y50

粤A26H26

粤S25T68

粤S77M88

粤S39Q86

粤A68T80

粤S85Y91

粤S95K98

粤S86D29

粤A88R13

粤S49J64

粤SQ3426

粤S33X15

粤S10G60

粤S99N96

粤S90D25

粤S83G26

粤S88L30

粤S85B52

粤S38E19

粤S2E568

粤S40E78

粤A66F06

粤S5J186

粤A16Z61

粤H0L112

粤S89C50

粤S13G63

深圳B7W070

粤S19N28

粤S86R41

粤S86409

粤SA5608

粤S15B66

粤A16H50

粤S6L849

粤S58P19

粤SKB668

粤S81C60

粤S16Q10

粤S69M06

粤S36E98

粤A66Z23

粤S56F95

粤SE8418

粤S62P39

粤S16V78

粤S38U29

粤S19B18

粤S37F17

粤S21N18

粤S94X83

粤S2F500

粤S90D10

粤S16J53

粤S65R78

粤S99K98

粤A06M00

粤S38442

粤A88S98

粤S6J415

粤S3R588

粤S09D18

粤S2U463

粤S26R58

粤S96W44

粤AEF593

粤S65M12

粤AVB630

粤S8F136

粤S23P38

粤SSK850

粤S4H598

粤S50B16

粤S5R698

粤S52F08

粤SN9990

粤S18P22

粤S85M08

粤ST2368

粤SWH668

粤S4F288

皖KP7P69

粤S62H96

粤S88850

粤S4Y259

粤S6F609

粤S89Q02

粤S6A398

粤S4D112

粤S82B35

粤A68T88

粤A88A55

粤SW7928

粤S80W66

粤S902K8

粤S32C19

粤S60K09

粤S32B98

粤A66E85

粤S4B071

粤SX3680

粤SZ9381

粤S16D80

粤S60051

粤S50B58

粤S55B68

粤S90C58

粤S38378

粤S58F99

粤S5M328

粤S70H31

粤S20P86

粤AXF930

粤SS0368

粤AQ8888

粤S9P753

粤A66C99

粤ATS293

粤S6N208

粤S6A138

粤SW6055

粤S2F195

粤A62S10

粤S36S29

粤S76M45

公 告
东莞市万江街道万高路5号“广通台小区”1栋、2栋及

9号“万江交通分局宿舍大楼”的业主：

我司开发的“蔚然广场”项目即将动工。为确定该

项目的施工对周边建筑物的影响情况，我司已委托专

业单位对周边房屋进行裂缝检查及变形观测。但尚有

部分房屋无法联系到业主而未能完成入户裂缝检查。

请尚未完成入户裂缝检查的房屋的业主于2022

年 10月 08日前与我司周生（电话13790558728）联

系，完成入户裂缝检查。

特此告知！

东莞市复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09月23日

▲李万足遗失东莞市横
沥镇田饶步股份经济联合社
于2018年6月29日开具的租
赁厂房定金（1幢1楼、1幢3
楼）收据，编号1805059，金额
78400元，特此声明。

▲东莞市长安镇自来水
公司遗失《长安自来水公司工
程服务部安装按金收款凭证》
票据（共三联），票据号码：
0001155，为空白票据，没有
盖章，特此声明作废。

▲东莞市骏升建筑机械
租赁有限公司遗失二份施工
升降机备案证，产权编号：粤
SA- S02088， 粤 SA-
S02169，声明作废。

▲东莞市水电建筑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遗失东莞市麻
涌镇大盛股份经济联合社投
标保证金收据，票据号码：
00129826， 00129830，
00129831，特此声明作废。

▲徐向前不慎于2022年9
月15日遗失人民警察证，警察证
号：158300，现登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是东莞市道滘镇蔡

白村金色阳光D栋502房业
主邓岸晶，现登报声明遗失了
购房楼款收据红联和维修基
金红联，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张永翔房屋居住地

位于东莞市万江区简沙洲坝
新路段翠怡居11座9A，本人
是该房屋使用证持有人，身份
证 ：460006199009177211，
合同编号：2007-4（715），因
房屋使用证在2022年8月份
遗失，特此声明该房屋使用证
作废。

声明
因我单位东莞市厚街镇

桥头股份经济联合社元州分
社需要办理广东发展银行账
户注销户口：户名东莞市厚街
镇桥头元州经济合作社，账
号 ：106052516010000641。
鉴于预留的东莞市厚街镇桥
头元州经济合作社的财务专
用章，东莞市厚街镇桥头元州
经济合作社公章已遗失，特此
声明。

声明
因我单位东莞市厚街镇

桥头股份经济联合社井头
分社需要办理广东发展银

行账户注销户口：户名东莞
市厚街镇桥头井头经济合
作 社 ， 账 号 ：
106052516010000361。 鉴
于预留的东莞市厚街镇桥头
井头经济合作社的财务专用
章，东莞市厚街镇桥头井头
经济合作社公章已遗失，特
此声明。

声明
兹有东莞市九意广告有

限公司原财务专用章遗失，
需重刻，特此声明原财务专
用章作废。

声明
兹有东莞市超美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原公章遗失，需重
刻。特此声明原公章作废。

清算公告
东莞市石碣阳光课室培

训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441900066714858E）决定
注销，成立债权债务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45日内向我单位清算组申报
债权，清算组联系人：王新云，
电话：18998064902，地址：东
莞市石碣镇刘屋村坣贝 东莞
市石碣阳光课室培训中心

2022年9月21日

寻死者家属
2022年 8月 23日，在松

山湖新城大道转进107国道
的深坑桥路口发生路人（女）
倒地事件，后该路人送至东莞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救治无效
死亡。该死者（女）年龄约40
岁至50岁，身材瘦小，身份无
法核实，现急需寻找死者家
属，望知情者尽快与杨屋派出
所联系，联系人：叶警官、张警
官，联系电话：83352517。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声声声 明明明

其他声明其他声明其他声明

公 告公 告公 告
启启启 事事事

招租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行定于2022年9月30日上午10时在东莞市东城中路达

鑫创富中心9楼以公开拍卖的形式招租以下物业：

竞租人资格要求：注册地在东莞市的法人单位。
展示时间：2022年9月26、27日。
集中看样时间：2022年9月28日17时前电话预约看样。
符合条件并有意向者，请于2022年9月29日17时前将保证金汇至

（户名：东莞市拍卖行、账号：380010190010024145、开户行：东莞农村商
业银行中心支行）并于拍卖会开始前携带营业执照原件、法人身份证原件
（若授权委托，另需提供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身份证原件）、保证金缴款
证明、公章，到拍卖会现场办理登记手续。

保证金以到账为准，逾期或错漏视为无效保证金。保证金付款人与
竞租人须为同一人。本次招租标的符合条件的优先承租权人，应经委托
方核准后方取得优先承租权资格。

联系电话：22413434、18925588441（郑生）
本行地址：东莞市东城中路达鑫创富中心9楼
详情可登录http://www.dg-paimai.cn查阅。

东莞市拍卖行

序
号

1

物业名称及地址

东莞市谢岗镇花园大道
72号1号楼10楼1001、
1002、1003、1004室

招租面
积（㎡）

1007.49

起拍价
（元/月）

30224.7

保证金
（元）

60000

租期、租金递增
幅度及免租期

5年（每3年递
增5%），免租期

2个月

租赁用
途限制

仅限商
业办
公。

关于敦促当事人处理机动车的公告
下列车辆已被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望牛墩大队暂扣，超过30日尚未接受处理。请当事人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3个月内持合法证明或补办相应手续到本大队接受处理。逾期仍不接受处理的，将依法予以处理。
特此公告

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望牛墩大队
二○二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逾期未接受处理机动车统计表
一、挂有号牌汽车19辆。

二、挂有号牌二轮摩托车74辆、无号牌二轮摩托车287辆、有号牌二轮电车1辆、无号牌二轮电车51辆、无号牌三轮
电车62辆、无号牌三轮摩托车8辆、共483辆。（违章车）

三、挂有牌二轮摩托车85辆、无牌二轮摩托车206辆、无牌二轮电车69辆、无牌三轮电车23辆、无牌三轮摩托车6
辆、人力三轮6辆、人力单车14辆，共409辆。（事故车）

粤S7QB96

粤S441B3

粤SD869N

粤SM9388

粤SUL281

粤S97937

粤SEM038

粤SWR446

粤SYR019

粤SNY805

粤B9EQ09

粤S1F8C9

粤S5G528

粤B619F5

粤SK66G5

粤SGP271

粤KW4293 粤SMT355 粤SF9L03

粤S96H26

粤S35F78

粤A18U52

粤AVA293

粤ADX328

粤S68V16

粤S20661

粤S2D266

粤S36F36

粤S32T19

粤S18V30

粤S52C10

粤SYQ168

粤S3X820

粤S80A60

粤S9T917

粤A62P15

粤S8V956

粤S92S29

粤S56R78

粤S63Q28

粤S12W45

粤A88E61

粤S16F95

粤S68Z20

粤S08V69

鄂FQ2075

粤A96C33

粤A56P55

粤A86Q86

粤S95923

粤SL0034

粤A95P98

粤A19G60

粤A68Y50

粤A26H26

粤S25T68

粤S77M88

粤S39Q86

粤A68T80

粤S85Y91

粤S95K98

粤S86D29

粤A88R13

粤S49J64

粤SQ3426

粤S33X15

粤S10G60

粤S99N96

粤S90D25

粤S83G26

粤S88L30

粤S85B52

粤S38E19

粤S2E568

粤S40E78

粤A66F06

粤S5J186

粤A16Z61

粤H0L112

粤S89C50

粤S13G63

深圳B7W070

粤S19N28

粤S86R41

粤S86409

粤SA5608

粤S15B66

粤A16H50

粤S6L849

粤S58P19

粤SKB668

粤S81C60

粤S16Q10

粤S69M06

粤S36E98

粤A66Z23

粤S56F95

粤SE8418

粤S62P39

粤S16V78

粤S38U29

粤S19B18

粤S37F17

粤S21N18

粤S94X83

粤S2F500

粤S90D10

粤S16J53

粤S65R78

粤S99K98

粤A06M00

粤S38442

粤A88S98

粤S6J415

粤S3R588

粤S09D18

粤S2U463

粤S26R58

粤S96W44

粤AEF593

粤S65M12

粤AVB630

粤S8F136

粤S23P38

粤SSK850

粤S4H598

粤S50B16

粤S5R698

粤S52F08

粤SN9990

粤S18P22

粤S85M08

粤ST2368

粤SWH668

粤S4F288

皖KP7P69

粤S62H96

粤S88850

粤S4Y259

粤S6F609

粤S89Q02

粤S6A398

粤S4D112

粤S82B35

粤A68T88

粤A88A55

粤SW7928

粤S80W66

粤S902K8

粤S32C19

粤S60K09

粤S32B98

粤A66E85

粤S4B071

粤SX3680

粤SZ9381

粤S16D80

粤S60051

粤S50B58

粤S55B68

粤S90C58

粤S38378

粤S58F99

粤S5M328

粤S70H31

粤S20P86

粤AXF930

粤SS0368

粤AQ8888

粤S9P753

粤A66C99

粤ATS293

粤S6N208

粤S6A138

粤SW6055

粤S2F195

粤A62S10

粤S36S29

粤S76M45

公 告
东莞市万江街道万高路5号“广通台小区”1栋、2栋及

9号“万江交通分局宿舍大楼”的业主：

我司开发的“蔚然广场”项目即将动工。为确定该

项目的施工对周边建筑物的影响情况，我司已委托专

业单位对周边房屋进行裂缝检查及变形观测。但尚有

部分房屋无法联系到业主而未能完成入户裂缝检查。

请尚未完成入户裂缝检查的房屋的业主于2022

年 10月 08日前与我司周生（电话13790558728）联

系，完成入户裂缝检查。

特此告知！

东莞市复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09月23日

▲李万足遗失东莞市横
沥镇田饶步股份经济联合社
于2018年6月29日开具的租
赁厂房定金（1幢1楼、1幢3
楼）收据，编号1805059，金额
78400元，特此声明。

▲东莞市长安镇自来水
公司遗失《长安自来水公司工
程服务部安装按金收款凭证》
票据（共三联），票据号码：
0001155，为空白票据，没有
盖章，特此声明作废。

▲东莞市骏升建筑机械
租赁有限公司遗失二份施工
升降机备案证，产权编号：粤
SA- S02088， 粤 SA-
S02169，声明作废。

▲东莞市水电建筑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遗失东莞市麻
涌镇大盛股份经济联合社投
标保证金收据，票据号码：
00129826， 00129830，
00129831，特此声明作废。

▲徐向前不慎于2022年9
月15日遗失人民警察证，警察证
号：158300，现登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是东莞市道滘镇蔡

白村金色阳光D栋502房业
主邓岸晶，现登报声明遗失了
购房楼款收据红联和维修基
金红联，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张永翔房屋居住地

位于东莞市万江区简沙洲坝
新路段翠怡居11座9A，本人
是该房屋使用证持有人，身份
证 ：460006199009177211，
合同编号：2007-4（715），因
房屋使用证在2022年8月份
遗失，特此声明该房屋使用证
作废。

声明
因我单位东莞市厚街镇

桥头股份经济联合社元州分
社需要办理广东发展银行账
户注销户口：户名东莞市厚街
镇桥头元州经济合作社，账
号 ：106052516010000641。
鉴于预留的东莞市厚街镇桥
头元州经济合作社的财务专
用章，东莞市厚街镇桥头元州
经济合作社公章已遗失，特此
声明。

声明
因我单位东莞市厚街镇

桥头股份经济联合社井头
分社需要办理广东发展银

行账户注销户口：户名东莞
市厚街镇桥头井头经济合
作 社 ， 账 号 ：
106052516010000361。 鉴
于预留的东莞市厚街镇桥头
井头经济合作社的财务专用
章，东莞市厚街镇桥头井头
经济合作社公章已遗失，特
此声明。

声明
兹有东莞市九意广告有

限公司原财务专用章遗失，
需重刻，特此声明原财务专
用章作废。

声明
兹有东莞市超美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原公章遗失，需重
刻。特此声明原公章作废。

清算公告
东莞市石碣阳光课室培

训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441900066714858E）决定
注销，成立债权债务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45日内向我单位清算组申报
债权，清算组联系人：王新云，
电话：18998064902，地址：东
莞市石碣镇刘屋村坣贝 东莞
市石碣阳光课室培训中心

2022年9月21日

寻死者家属
2022年 8月 23日，在松

山湖新城大道转进107国道
的深坑桥路口发生路人（女）
倒地事件，后该路人送至东莞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救治无效
死亡。该死者（女）年龄约40
岁至50岁，身材瘦小，身份无
法核实，现急需寻找死者家
属，望知情者尽快与杨屋派出
所联系，联系人：叶警官、张警
官，联系电话：83352517。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声声声 明明明

其他声明其他声明其他声明

公 告公 告公 告
启启启 事事事

招租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行定于2022年9月30日上午10时在东莞市东城中路达

鑫创富中心9楼以公开拍卖的形式招租以下物业：

竞租人资格要求：注册地在东莞市的法人单位。
展示时间：2022年9月26、27日。
集中看样时间：2022年9月28日17时前电话预约看样。
符合条件并有意向者，请于2022年9月29日17时前将保证金汇至

（户名：东莞市拍卖行、账号：380010190010024145、开户行：东莞农村商
业银行中心支行）并于拍卖会开始前携带营业执照原件、法人身份证原件
（若授权委托，另需提供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身份证原件）、保证金缴款
证明、公章，到拍卖会现场办理登记手续。

保证金以到账为准，逾期或错漏视为无效保证金。保证金付款人与
竞租人须为同一人。本次招租标的符合条件的优先承租权人，应经委托
方核准后方取得优先承租权资格。

联系电话：22413434、18925588441（郑生）
本行地址：东莞市东城中路达鑫创富中心9楼
详情可登录http://www.dg-paimai.cn查阅。

东莞市拍卖行

序
号

1

物业名称及地址

东莞市谢岗镇花园大道
72号1号楼10楼1001、
1002、1003、1004室

招租面
积（㎡）

1007.49

起拍价
（元/月）

30224.7

保证金
（元）

60000

租期、租金递增
幅度及免租期

5年（每3年递
增5%），免租期

2个月

租赁用
途限制

仅限商
业办
公。

关于敦促当事人处理机动车的公告
下列车辆已被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望牛墩大队暂扣，超过30日尚未接受处理。请当事人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3个月内持合法证明或补办相应手续到本大队接受处理。逾期仍不接受处理的，将依法予以处理。
特此公告

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望牛墩大队
二○二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逾期未接受处理机动车统计表
一、挂有号牌汽车19辆。

二、挂有号牌二轮摩托车74辆、无号牌二轮摩托车287辆、有号牌二轮电车1辆、无号牌二轮电车51辆、无号牌三轮
电车62辆、无号牌三轮摩托车8辆、共483辆。（违章车）

三、挂有牌二轮摩托车85辆、无牌二轮摩托车206辆、无牌二轮电车69辆、无牌三轮电车23辆、无牌三轮摩托车6
辆、人力三轮6辆、人力单车14辆，共409辆。（事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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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国庆花坛将亮相
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沿线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22日，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公布了
2022年国庆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方案。据了解，
天安门广场中心将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果篮。同时，14组立
体花坛将在长安街沿线亮相。

据介绍，今年“祝福祖国”巨型花果篮顶高18米，以喜庆
的花果篮为主景，花坛底部直径48米。篮体南侧书写“祝福
祖国”“1949-2022”字样，篮体北侧书写“喜迎二十大”字
样。党的二十大召开期间，“喜迎二十大”将更换为“喜庆二
十大”字样。

天安门广场两侧绿地延续吉祥如意花带布置方式，花卉布
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长安街沿线将布置
14组立体花坛，还将种植地栽花卉7000平方米，布置容器花卉
100组，营造出热烈、喜庆、欢乐的节日氛围。花卉布置工作已于
9月15日进场施工，预计9月25日左右完工亮相。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处长刘明星说，根据总体部
署，今年国庆北京在全市范围内还将布置主题花坛50个、地栽
花卉10万余平方米、小型花境组合容器花钵2000余处、花箱1
万余个，共使用花卉1900万余盆。

俄乌大规模交换被扣押人员
经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斡旋，俄罗斯与乌克兰21日实施

涉及近300人的交换扣押人员行动，这是乌克兰危机升级七个
月来最大规模的此类行动。

据路透社报道，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俄方释放215名乌克
兰军人，乌方释放55名俄罗斯军人、亲俄乌克兰公民以及乌克兰
反对党领导人维克托·梅德韦丘克。

同日，俄罗斯宣布进行部分动员，将征召30万预备役人
员。俄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对全体公民发表的电视讲话中
表示，做出部分动员的决定完全与国家面临的威胁相适应。他
强调，特别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仍是控制顿巴斯全境，这一点
不会改变。 据新华社

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起诉
指控特朗普财务欺诈

新华社华盛顿9月21日电 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
21日起诉指控前总统特朗普等人以及特朗普集团为获取经济
利益进行财务欺诈。

根据这项民事诉讼，特朗普在其成年子女以及特朗普集团
高管帮助下虚假夸大净资产，以诱使银行向该集团提供条件更
有利的贷款，诱使保险公司提供更高保额却收取更低保费，以
及获取税收优惠等。

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寻求永久性禁止特朗普及其成年
子女在纽约州任何公司或商业实体中担任高管或主管，禁止特
朗普及特朗普集团5年内参与纽约州任何不动产收购，要求相
关方退还通过欺诈所得约2.5亿美元等。

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同时将该诉讼告知纽约南区联邦
检察官办公室和美国国家税务局以展开刑事调查。

特朗普尚未就这一诉讼进行回应。他此前多次抨击民
主党人詹姆斯对他展开“政治攻击”，称相关调查“受政治驱
使”。

领航中国

新华社北京 9 月 22 日电
“我们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
想、所盼、所急，大力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提供更多优质生态
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
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全
党全国推动绿色发展的自觉性
和主动性显著增强，美丽中国
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中华大地
正展现出天蓝地绿水清的亮丽
新景象。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
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

远眺山峦叠翠，近看碧波
荡漾……秋日的苍山洱海，让
人流连忘返。洱海是云南大理
人的“母亲湖”，也曾因长期污
染导致湖水富营养化。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洱海边，仔细察看生态保护
湿地，听取洱海保护情况介绍，
强调一定要把洱海保护好，让

“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
古琴”的自然美景永驻人间。

经过系统治理，今年上半
年，洱海水体透明度达到近10
年最好水平。“当洱海在眼前一
天天清澈起来，才理解保护生
态环境的重要性。”大理古生村
村民何利成的客栈一度被关停
进行整改提升，恢复营业后迎
来八方游客。

生态兴则文明兴。新的赶
考之路上，生态文明建设成为
一道必答题。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
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
国”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远景
目标。党的十九大把“污染防
治攻坚战”列为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
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
美丽，蓝天也是幸福。”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各地各部门通过一系列切实举
措，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产业提升，全面整治散乱
污企业及集群，加快淘汰落后
产能；补上短板，城市污水管网
建设快速推进，不断提升污水
处理能力；能源转型，清洁取暖
改造减少散煤污染，可再生能
源快速发展……

曾被雾霾笼罩的天空逐渐
被擦亮。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细颗粒物平均浓度从2015年的
46微克/立方米降到2021年的
30微克/立方米，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比率达到87.5%。

水环境质量发生转折性变
化。2021年，全国地表水水质
优良断面比例达到84.9%，已接
近发达国家水平。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
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
出，“对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保
护、统一修复是十分必要的”。
之后，总书记又将“草”和“沙”
纳入其中：推进山水林田湖草
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提升生
态系统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如今，我国超过25%的国
土面积划为生态保护红线，建
立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
保护地体系，设立了三江源等
第一批5个国家公园，为90%的
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提
供有效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
提升至24.02%，荒漠化、沙化土
地面积减少，绿意装点着山川
大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
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
性、全局性变化，人与自然和谐
之美生动展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竹海绵延，荷香清幽，处处
皆景……这是游客在浙江省安
吉县余村看到的风景。

“绿水青山，在我们这里已
经变成金山银山，也变成我们
实实在在的幸福。”农家乐春林
山庄的主人潘春林说。

要“钱袋子”还是要“绿叶
子”，也曾是困扰余村人的难
题。2005年 8月，时任浙江省
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来到余村考
察，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重大论断。

余村复绿整治矿山，治理污
水垃圾，发展乡村旅游，发展白
茶等特色农产品，实现了从“卖
石头”到“卖风景”的华丽转身。

2020年3月30日，习近平
总书记再访余村。总书记强
调：“实践证明，经济发展不能
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生态本身
就是经济，保护生态就是发展
生产力。”

一个小山村如此，一个国
家亦如此。

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
之不觉，失之难存。党的十八
大以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
的共识和行动，各地坚持绿色
发展，探索发展和保护协同共
生的路径。

一江碧水，两岸青山，美丽
的桂林山水是大自然赐予中华
民族的一块宝地。

2021 年 4 月，漓江岸边。
正在广西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
对当地负责同志说：“这次来，
我最关注的就是你们甲天下的
山水。什么能比得上这里的生
态好？保护好桂林山水，是你
们的首要责任。”

桂林山水也曾面临非法采
石采砂等带来的生态危机。近
年来，桂林市大力治理漓江，生
态环境得到改善。

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
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
财富。如何激发绿水青山的生
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河南省就尝到了保护绿水
青山的“甜头”——今年7月初，
山东省财政厅宣布向河南省支
付1.26亿元生态补偿金。鲁豫
两省去年建立省际横向生态补
偿机制以来，黄河由豫入鲁的水
质始终保持在Ⅱ类以上。山东
省作为受益方，向上游的河南省
兑现了这笔生态补偿资金。

近年来，安徽、浙江等18个
省份探索开展了跨省流域上下
游的横向生态保护补偿。人们
认识到，好山水、好生态也是

“有价之宝”。
守住绿水青山，还要明确

底线红线。
对一些严重损害生态环境

的事件，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
要指示批示，要求严肃查处，扭
住不放，一抓到底，不彻底解决
绝不松手。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
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解决了一大
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秦岭北
麓由“无序开发”到“有序退
出”；祁连山由曾经的“千疮百
孔”变为满山苍绿；黄河第二大
支流汾河从严重污染到再现

“汾河晚渡”美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

带领亿万人民更加自觉地推进
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
展，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
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绿色成为美丽中国更加坚实、
更加厚重、更加亮丽的底色。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地球家园”

今年4月21日，英国弗朗

西斯·霍兰德学校的小学生们
收到一份珍贵礼物——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给他们的回信。

习近平主席在信中说：“地
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
体，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
共同挑战，人类要合作应对。”

共建地球家园，有主动作
为的中国贡献、中国担当。

“我们要深怀对自然的敬
畏之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地球家园。”2021年 10
月，习近平主席在《生物多样性
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
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引起
了与会各方的广泛共鸣。

这10年，全国单位GDP二
氧化碳排放下降了34.4%，煤炭
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也从
68.5%下降到了56%。可再生
能源开发利用规模、新能源汽
车产销量都稳居世界第一。

我国是能耗强度降低最快
的国家之一，是全球森林资源增
长最多的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
目标执行情况好于全球平均水
平，深入开展绿色“一带一路”建
设，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环境治
理水平……近年来，我国已经成
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
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2020年9月22日，中国向
世界庄严宣告：二氧化碳排放
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
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
‘双碳’目标，不是别人让我们
做，而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做。”

中国承诺实现从碳达峰到
碳中和的时间，远
远短于发达国家
所用时间，需要付
出艰苦努力。

我国把碳达
峰、碳中和纳入生
态文明建设整体
布局，陆续发布

“双碳”目标下的
“1+N”政策，加快

发展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努力
推动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成
为全社会的自觉追求。

近年来，绿色低碳理念深
入人心。以公交、地铁为主的
城市公共交通日出行量超过2
亿人次，297个地级以上城市
实行垃圾分类，覆盖 1.5 亿户
居民。从“光盘行动”、节水节
纸、节电节能，到环保装修、拒
绝过度包装、告别一次性用
品，“绿色低碳节俭风”吹进千
家万户，简约适度、绿色低碳、
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成为社
会新风尚。

新发展阶段对生态文明建
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十四五”
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
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
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
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
质变的关键时期。

2022年1月17日，在2022
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上，
习近平主席用3个“全力以赴”，
再次表明中国坚定不移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决心和行动：

“中国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推动山水林田湖
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
力以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力
以赴加强污染防治，全力以赴改
善人民生产生活环境。”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新征程上，在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指引下，我们携手同
心、不懈奋斗，定能书写出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绚丽新篇章。

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
——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述评

■这是云南大理洱海及周边村落景观 新华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