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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咨询热线：0756-2611111

收费标准：标题90元，内容5元/字；
个人证件：100元/证（50字内）。

遗失声明
珠海宝骏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吉莲印之象商务服
务部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
册号：440405600098463，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威派塑胶模具有限

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440400000420504，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唐家益发五金电器

商行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5850005894901，编号：
5810-0177592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横琴新区天福星贸易

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440400MA4UHMC432，声
明作废。

因夏南一路改造施工需要，2017年11月

14日至2018年1月13日，半幅封闭夏南一路，

另半幅供车辆双向通行。请过往车辆按临时

交通标志指示通行。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7年11月13日

通 告

注销声明
珠海横琴新区天福星贸易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MA4UHMC432，公 司
自2017年11月14日起停止经营，
请债权人自本公司声明之日起45
天内，向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
权，逾期不报，视为放弃权利，清算
结束后，本公司将向登记机关依法
申请注销登记。

因泥湾门大桥维修需要，现决定于2017年11月

15日至11月30日每天晚上10时至次日早上6时，封

闭泥湾门大桥一条机动车道。请过往车辆按临时交通

标志指示通行。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7年11月14日

通 告

本报讯（记者陈颖）为进
一步检验交通运输行业应对
突发事件的能力，锻炼应急
救援队伍，完善应急工作机
制，昨日上午，市交通运输局
在市体育中心举行 2017 年
交通运输行业应急运力保障
演练。

据悉，系列演练涵盖了
“强台风来临前海岛滞留旅客
紧急撤离的运输”、“航班大面

积延误滞港旅客的疏运”、“普
货运输、危化品运输应急运力
的调配”、“突发事件中应急运
力的快速调度”四个科目。当
天体育中心现场演练的是“突
发事件中应急运力的快速调
度”科目，其演练模拟情景是：
体育中心正在举行大型体育
比赛，观众有 2万余人。恐怖
分子企图发动袭击，市交通运
输局在 1小时内调集 20辆出

租小汽车、50 辆大巴车、3 辆
救护车和 2 辆警车到体育中
心东门集结，执行紧急疏运观
众的任务。

市交通运输局负责人表
示，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
动力，牢固树立综合应急运
力调度的服从意识、创新意
识和安全意识，提升各运输
企业的响应和处置能力，为
构建“平安珠海”“幸福珠海”

作出应有的贡献。负责人认
为通过本次演练，我市交通
运输应急运力保障预案的可
操作性得到了检验，为未来
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积累了
应急救援经验，达到了演练
的目的。

遇突发事件如何保证疏运
2017年交通运输行业应急运力保障演练举行

本报讯（记者胡钰衎）
2017 中 国 横 琴 中 - 拉 标 准
舞/拉丁舞国际锦标赛将于
11 月 18 日 正 式 拉 开 帷 幕 。
本届大赛得到多个国际舞蹈
组织的支持，将借鉴“黑池模
式”，创建独特的国际标准舞
锦标赛品牌。

大赛由广东省国际文化
交流中心、中国国际文化传
播中心中南联络部和珠海大
横 琴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共 同 主
办，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珠
海横琴新区管理委员会、广
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广
东省归国华侨联合会为指导
单位。

赛程自 11 月 18 日持续
至 21 日，四天的时间里，预
计有来自 45 个国家与地区
的逾 6000 多对次选手参加，
其中，有 100 多对外籍选手
参赛。据主办方介绍，如此
大的规模和阵容，在国内同
类赛事中居于前列。

为进一步在大众中推广
和提升国际标准舞水平，本届
大赛除了设置最高等级的国
际职业摩登舞、国际职业拉丁

舞、国际业余摩登舞、国际业
余拉丁舞 4个组别外，还设置
了亚洲职业组、业余组，国际
青少年组、业余青少年组，国
际师生组，国际壮年组等 231
个组别的竞技。值得一提的
是，当下在校学生的艺术素养
日益受到重视，本届大赛还专
门针对性地设置了学生艺术
测评组别和项目。

据悉，本届大赛由英国
皇家舞蹈教师协会荣誉主席
迈克尔·斯坦里诺斯担任大
赛评审长，知名评审叶荣元
先 生 担 任 执 行 评 审 长 。 此
外，还有来自英国、意大利、
俄罗斯、乌克兰、芬兰、爱尔
兰等近 20 个国家的约 90 位
资深中外评审加盟，为参赛
选手提供公开、公平、公正的

竞争环境。
本届大赛特别邀请了第

29届奥运会开闭幕式灯光总
设计、G20 峰会文艺演出《最
忆是杭州》总制作人、2017年
等多届春节联欢晚会制作人
沙晓岚，来担任本次大赛的
灯光舞美总制作人，以打造
一场高标准的国际标准舞和
拉丁舞界的盛会。

2017中国横琴中-拉标准舞/拉丁舞国际锦标赛18日开赛

逾6000对“舞林”高手
横琴争霸 本报讯（记者王帆）近日，“仕高

玛·飞马·北理”奖学金颁奖晚会在
北理工珠海学院举行，该校的 70 名
自动化学院学子获得了 2017 年度
奖助学金。记者从晚会上了解到，
今年珠海两家爱心企业，在该学院
设立了“仕高玛·飞马·北理”奖学金
暨慈善助学金项目，五年内将共捐
资 60万元用于奖励和资助学子们。

据介绍，今年 4 月，北理工珠海
学院工业自动化学院与珠海飞马传
功机械有限公司、珠海仕高玛机械设
备有限公司，正式签订《产学研合作
协议》。5 月 17 日，经珠海市慈善总
会牵线，两家公司与北理工珠海学院
工业自动化学院，通过“珠海市慈善
总会·仕高玛慈善基金”，设立了“仕
高玛·飞马·北理”奖学金暨慈善助学
金，并由两家企业捐资共达60万元。

该奖助学金项目包括三个方
面，分别设立的是“飞马奖学金”、

“仕高玛励志奖学金”和“仕高玛·飞
马·北理慈善助学金”。其中，“飞马
奖学金”用于奖励学院品学兼优的
学生，奖学金每年 5 万元，首期实施
五年，共计 25 万元；“仕高玛励志奖
学金”用于奖励家庭困难的优秀学
生，奖学金每年 5 万元，首期实施五
年，共计 25 万元。另外，“仕高玛·
飞马·北理慈善助学金”则用于资助
因家乡突发性重大灾害或家庭成员
患重大疾病等特殊情况及变故的在
校学生完成大学学业，由“仕高玛慈
善基金”拨付 10 万元，用于该校工
业自动化学院的专项助学。“这项助
学金以无息借款、专项资助的方式，
通过鼓励受助生毕业后返捐部分助
学金，建立长效扶持互助机制，以帮
助更多的贫困家庭学生。”市慈善总
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两爱心企业在珠海高校
设立奖助学金项目

五年内将
捐助60万元

部分选手在新闻发布会现场表演舞蹈。 本报记者 朱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