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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吿
受委托，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

限公司和河南龙天拍卖有限公司

将于 2021 年 1 月 22 日 10 时—14

时（延时除外）在 www.alltobid.com

（在线竞价平台），联合举行网络在

线专场拍卖会，公开拍卖：位于洛

阳市涧西区三十八号街坊 1 幢 304

室商业用房（建筑面积 622.24 平方

米）房地产的所有权益。

竞买人须为依法注册且有效存

续的企业法人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的自然人。有意竞买者，请于

2021 年 1 月 21 日 15 时前携相关合

法证照到洛阳市西工区博大城1413

室办理竞买手续，交纳竞买保证金

30万元（保证金须于2021年1月21

日15时前到账）。

展示时间：自 公 告 之 日 起 至

2021年1月21日

展示地址：标的所在地

保证金账户：上海国际商品拍

卖有限公司

账 号：

310066661018170026593

开户行：交通银行上海分行

咨询地址：洛阳市西工区博大

城1413室

联系人 ：

陶先生 021-63392273

郭女士 0379-65261802

●洛阳市涧西区舞飞扬舞
蹈艺术培训中心开户许可证丢
失 ，核 准 号 为 J4930012468
002，声明作废。●吴宏元不慎丢失由洛阳
万达百货有限公司于2013年9
月30日开具的紫罗兰床品经营
保证金收据 1 份，收据号：
0110005376，金额：壹万元整，
声明作废。●编号为O411399686，姓
名为张家硕，出生日期为2014
年 10月 31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声明作废。

●洛阳市嵩县车村镇圣水
寺原公章、合同章、钢印丢失，
声明作废。●编号为T410878654，姓
名为赵梓旬西，出生日期为
2019年10月22日的出生医学
证明丢失，声明作废。●贾君涛遗失中华人民共
和国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证
书 号 ：410305196112211534，
声明作废。●张宝峰购买华阳六期车
位号分别是61017、61018号的
付款收据丢失，金额分别为
150000 元、150000 元，共计
300000元，两份购买合同一并
丢失，声明作废。

●洛阳铜加工集团建筑安
装工程有限公司锐腾项目部公
章丢失，丢失时间为 2018年 5
月，此后盖章无效，并声明作废。分类广告 声明·公告

遗失声明 通知 注销公告 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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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亲公告
本人苗新保于

2020年3月3日18
时左右，在新安县
310国道边捡到一
小女孩，现取名苗婉
滢，无法联系到家

人。望其亲生父母或知情者与我
联系。电话：17633980555，地
址：洛宁县长水乡西街村。

成立公告
依据国务院《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
同意下列一家单位在伊川县民
政局注册登记。

单位名称：伊川县河滨
街 道 群 星 幼 儿 园 ，单 位 证
号 ：52410329MJY671091T，
法定代表人：万廷杰，地址：
伊川县杜康大道与志高路
交叉口。

伊川县民政局社团办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重型运载
火箭发动机研制取得新进展、空间站
核心舱春季发射……记者 12 日从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拟服
务于重型运载火箭的大推力补燃循环
氢氧发动机关键技术攻关已取得积极
进展。

据悉，大推力补燃循环氢氧发动机
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负责研制，其

性能指标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能更好
地满足我国未来火箭和重大航天任务
对动力的需求。该型发动机的研制可
填补我国氢氧发动机型谱和技术空白，
对诸多基础学科和工业领域有巨大的
牵引带动作用。

根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此前
披露的信息，我国正在研制中的重型运
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可达140吨，

是实施月球探测、深空探测，开展大型
空间基础设施建设、空间资源开发利用
的重要依靠，可极大提升我国开发利用
空间和维护太空安全的能力。

与此同时，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研
制的多型火箭发动机也传来了新消
息。此前，由该集团六院研制的长征五
号 B 运载火箭大推力氢氧发动机顺利
完成了一次型号可靠性试车，进一步验

证了大推力氢氧发动机的能力，为长征
五号 B 运载火箭执行空间站任务奠定
了基础。

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将执行空间站
各舱段的发射任务，其中核心舱将于今
年春天率先发射。此次试车是根据工
程总体安排的专项工作之一，有利于提
高整个空间站任务建设阶段发动机的
可靠性。

空间站核心舱将于今春发射

我国重型运载火箭发动机研制取得新进展

新华社济南1月12日电 记者在山
东五彩龙投资有限公司栖霞市笏山金
矿爆炸事故现场救援指挥部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截至12日上午10时，9支救
援队伍300余人已到场进行救援，各类
机械、设备40余台套，钻机、钻杆等大型
救援设备已安装运行。

烟台市政府安委会副主任、应急管

理局局长孙树福介绍，目前井筒钻杆已
下探到360多米，正在采取强制通风方
法往井下输送空气，并排除有害气体和
烟尘；吊笼已焊制完成并安装完毕，专
业人员正在乘吊笼下井，对井筒进行清
障作业，对井下被困人员实施救援。消
防队员已将声音检测系统输送到井下
370米处。

目前，由于井筒内爆炸中段附近有
毒气体无法在短时间内彻底排除，且井
筒装备多处受损，吊笼和救援人员尚未
到达被困人员所在作业面。

1 月 10 日 14 时，笏山金矿井下“一
中段”（离井口 240 米）发生爆炸事故。
事故发生时，“一中段”无作业人员，“六
中段”（离井口 698 米）作业人员 13 人、

“五中段”（离井口 648 米）作业人员 9
人。爆炸导致井筒梯子间损坏、罐笼无
法正常运行，井下22人被困。

据介绍，事故发生后，企业迅速组
织力量施救，但由于对救援困难估计不
足，直到 1 月 11 日 20 时 5 分，才向烟台
栖霞市应急管理局报告有关情况，存在
迟报问题。

22名工人被困井下，救援工作仍在继续

山东笏山金矿发生爆炸事故

聚焦疫情防控

新华社太原1月12日电 记者12日从山西省晋中
市卫健委了解到，当地卫健及疾控部门已对2名无症
状感染者所在的高村等重点区域的6981名常住人口
及流动人口进行了核酸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

1月11日，晋中市榆次区在对中高风险地区和河
北来晋中人员开展全面精准摸底排查时，发现榆次区
高村共同租住某民居的2名河北籍来晋中人员，经核
酸检测为阳性，后经省市专家会诊，确定为输入性新冠
病毒无症状感染者。

目前，晋中市对所有入晋中的通道实行 24 小时
管控，对河北等中高风险区往返车辆，能劝返的全
部劝返，特殊情况的做好体温检测、核酸检测等闭
环管理。

山西晋中重点区域6981人
核酸检测全部阴性

1月12日，一名小朋友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
恒大城社区内接受核酸采样。

当日，河北省石家庄市启动全市第二轮全员核酸
检测。据介绍，本次全员检测根据检测量、人员分布及
构成等合理设置采样点位，每个采样场所都配备充足
的专业采样人员、信息录入人员、秩序维护人员等，确
保采样期间不扎堆、不排长队，衔接合理、有序高效。
本次全员检测争取用两天时间完成。 （新华社发）

石家庄启动
全市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

新华社石家庄1月12日电 记者12日从河北省邢
台市举行的第六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南宫市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采样362997人
份，11日晚全部检测出结果，其中检出阳性样本6例，
都是在集中隔离点上被检测出来的，全部为之前确诊
患者的密切接触者。

据悉，截至1月11日24时，南宫市新增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5例和无症状感染者1例。现有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21例，无症状感染者5例，全部在邢台市定点
医院集中诊治，患者病情平稳。

除南宫市外，邢台市其他县（市、区）没有疫情。

河北南宫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
检出阳性样本6例

扫码阅读更多疫情防控信息

短网址：http://shouji.lyd.com.
cn/n/1034311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11日电 美国国会山骚乱事件发
生后，定于1月20日举行的美国当选总统就职典礼的安全
问题引发联邦和地方当局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宣
布，首都华盛顿特区进入紧急状态。

白宫声明说，紧急状态将持续至 24 日，并授权美国
国土安全部和联邦紧急措施署“调动和提供必要设备和
资源”，协调并帮助总统就职典礼前后的联邦和地方安
保工作。

综合美国媒体报道，联邦调查局警告说，从16日至就
职典礼前，全美50州首府和华盛顿特区可能发生武装抗议
活动，美国国会和各州州议会可能是主要目标。

美国国民警卫队司令丹尼尔·霍坎森11日宣布，到16
日，华盛顿特区将部署至少一万名国民警卫队队员。他表
示，还可能向一些州增派5000名国民警卫队队员。

总统就职典礼安全引担忧

美国首都华盛顿进入紧急状态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11日电 美国国会众议院民
主党人11日正式提交针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条款草
案，指控特朗普“煽动叛乱”。

美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
提交针对特朗普的弹劾条款草案

特朗普为何再陷弹劾危机？
扫码了解详情

短网址：http://shouji.lyd.com.
cn/n/1034312

新华社上海1月12日电 12日，A
股指数全线大涨，上证综指突破3600点。

当日，上证综指以3518.01点开盘，
上午震荡上行，午后快速走高，最终收
报 3608.34 点，较前一交易日涨 76.84

点，涨幅为2.18%。
深 证 成 指 收 报 15460.03 点 ，涨

344.65点，涨幅为2.28%。
创 业 板 指 数 涨 2.83% ，收 盘 报

3180.35点。中小板指数收报10457.40

点，涨幅为1.79%。
科创50指数录得1.05%的涨幅，收

盘报1405.22点。
沪深两市个股涨多跌少，逾2500只

交易品种上涨。不计算 ST 个股，两市

约70只个股涨停。
行业板块方面，券商、保险、运输设

备涨幅居前，涨幅逾4%；住宿餐饮、互联
网、橡胶塑料跌幅居前，住宿餐饮跌幅
逾2%。

上证综指突破3600点
12日A股指数全线大涨

1月12日，新建福厦铁路青口特大桥2-100米T构梁转体成功（无人机照片）。
当日，由中国中铁大桥局承建的重达14500吨的新建福厦铁路青口特大桥2-100米T构梁转体成功。新建福厦铁路青口特大桥

位于福建省闽侯县青口镇，全长896米，为行车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双线高速铁路桥，同时跨越既有杭深铁路及东南绕城高速公路。
新建福厦铁路是国家“一带一路”重点建设工程，预计2022年建成通车。 （新华社发）

成功转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