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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看天下

珠海秋实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注册号：440003000045587，
公司自2019年 7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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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声明
珠海大千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MA4ULQ162F，公
司自2019年7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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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声明
珠海市濠天创展设计服务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MA51PGCH2R，公
司自2019年 7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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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声明
珠海格瑞斯商贸有限

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090122078N，公司
自2019年7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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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声明

2019年 7月10日21时，

我所接报在井岸二桥黄杨河边

发现一具无名男尸，年约 60

岁，身高约163cm，上身穿绿

色T恤衫，印有“2012世界步

行日，澳人齐贺国庆”字样，下

穿红白格子短裤红色内裤，经

多方查找未能确定其身份，如

有知情者请与我所联系0756-

5522432。

珠海市公安局井岸派出所

认尸启事

通 告
因海工大桥连接处维修施工需要，现决定

于 2019年 7月 12日至 8月 15日，封闭海工大桥

桥头引道双向各一条机动车道。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9年7月11日

通 告
因 高 新 互 通 立 交 工 程 施 工 需 要 ，现 决 定 于

2019 年 7 月 12 日至 2021 年 3 月 8 日，分阶段封闭港
湾大道（金凤北路路口至哈工大路路口段）、哈工
大路（港湾大道路口至金唐东路路口段）及金凤北
路部分路段。

届时，封闭路段通过拓宽路面或修建便道确
保车辆双向通行。同时，请过往车辆根据现场交
通指挥人员指引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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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7月11日

据新华社北京 7月 12 日
电 澳大利亚11日突遭电信故
障，全国范围断网，收银机、自动
取款机相继“罢工”，银行、超级
市场纷纷“傻眼”。

最吓人的是，救护车调度中
心同样“掉线”。还好，已确认没
有人员因此死伤。

机器罢工：人工点钞忙

澳大利亚11日遭遇全国性
断网，持续数小时。澳大利亚电
信公司在危机解除后发布“安民
告示”：电信服务正在逐步恢复，
至少几个大客户已经重新上线
啦！言下之意，小客户们还需耐
心等等。

不过，这家澳大利亚最大电
信运营商没有详述掉线原因和
故障类型，以致外界猜测纷纷。

突然陷入断网境地，澳大利
亚各大银行和多家超市收不了
银、转不了账，急得不行。澳洲
联邦银行、澳大利亚国民银行、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集团等
金融机构抱怨，旗下自动取款
机、支付系统无法运行。

澳大利亚最大食品和日用

品销售商伍尔沃思集团被迫
“返璞归真”：自动结账系统罢
工，只好由人手工点钞。超市
顿时排起结账长队，点算钞票
不亦乐乎。

安抚民众：没耽误急救！

路透社报道，这不是澳大利
亚电信公司首次闹出断网危
机。2016年，澳大利亚共6次
遭遇互联网或电信服务瘫痪。
一些媒体点评：太尴尬了。

银行和超市卡壳，已经足够
闹心。更吓人的是，救护车调度
中心也因断网而中断服务。

11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
州救护车调度中心遭遇断网惊
魂。这一机构赶紧联络澳大利
亚电信公司，以尽快重新上线。
调度中心稍后发布消息安抚民
众，说没有病人被耽误急救。

截至当天晚些时候，不少银
行和超市证实逐渐恢复联网。

澳洲联邦银行11日晚在社
交媒体上说，已有部分金融服务
恢复，感谢客户耐心等待；至于
其他金融服务何时能恢复，“我
们的电信供应商正继续忙活”。

澳大利亚全国断网

银行超市傻眼了

据新华社兰州7月 12
日电 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
管理中心12日在兰州举行
的新闻发布采访活动上，发
布一项“预警”，提醒广大学
生和家长警惕电信诈骗和多
种形式的“校园贷”诈骗。

预警提醒，开学前后，有
的诈骗分子会给新生打电
话、发短信或微信，冒充资助
工作者，以发放奖学金、助学
金、生活补助等名义，引诱学
生和家长上当受骗。请家长
和学生牢记，无论是哪个资
助项目，都不会要求学生在
电话中告知身份证号、银行

卡号、手机验证码等信息，也
不会要求缴纳任何费用或在
ATM机和网上银行进行操
作，如有类似要求的，一定要
提高警惕。

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
理中心主任陈希原提醒家长
和学生，一是头脑要清醒，不
良“校园贷”惯用通过“零利
息”“超便捷”“零风险”等美
丽的谎言诱骗学生。一定要
擦亮眼睛、想清后果，不要轻
信贪图其所谓的“方便、快
捷”，一定要明白不存在“只
有你知道、别人不知道”的

“发财秘诀”。

二是消费要理性。不要
去攀比用什么手机、用什么
电脑，也不要攀比穿什么名
牌、吃什么大餐，而是要合理
安排生活支出，量入为出、理
性消费，把时间和精力用在
知识学习和本领提高上。

最后，陈希原提醒学生
及家长，借钱要走“正道”。
当学生急需用钱创业或试图
参加培训班学一技之长时，
更应该慎之又慎；非得贷款
的话，一定要选择安全系数
高、信用口碑好的国家正规
金融机构的借贷产品。

教育部预警：

警惕电信诈骗
和“校园贷”诈骗

据新华社重庆7月12日
电 记者从重庆市公安局了
解到，近日，重庆市南川区公
安局打掉一个民族资产解冻
类诈骗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
疑人9名。该团伙以“海外民
族资产可以解冻，需要集资”
为由头，在网上大量发展“下
线”，受害人遍布全国各省区
市，涉案资金6000多万元。

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犯
罪是指不法分子打着国家、民
族旗号，伪造国家机关公文、
证件、印章，以所谓的“海外民
族资产”需要解冻，参与者只
需交纳一定启动费用便可获

得巨额报酬为名，实施各类民
族资产解冻类诈骗犯罪活动。

今年3月，重庆南川警
方接到线索，掌握了由某诈
骗团伙“皇家军团”的组织架
构及其所属人员信息等情
况，并发现该诈骗团伙部分
成员在广西南宁市活动。

经查，该犯罪团伙的主
要头目龚某、由某、黄某等自
2017年起就开始各自以民
族资产解冻名义实施诈骗，
2018年9月形成团伙开始合
谋进行诈骗。该团伙虚构编
造民国战士李青山故事，谎
称李青山有一大笔海外资金

被冻结，可以解冻出来，冒充
李青山和国家扶贫组副组长
身份，并以精准扶贫的名义
发放给会员，从而收取会员
费、制证费等名义实施诈骗。

2017年4月至今，该诈
骗团伙以“皇家军团八纵队”
名义实施民族资产解冻诈
骗，涉案金额总计6000余万
元，受害者遍布全国各地。

专案民警随即奔赴广西
南宁，在当地警方协助下，专
案组在广西南宁、重庆南川等
地同步收网，抓获该诈骗团伙
犯罪嫌疑人9人，扣押涉案电
脑6台、银行卡90余张。

重庆警方打掉一“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犯罪团伙

涉案资金6000多万元

7 月 12 日，一位参观者在花
卉展上自拍。

当日，第20届中国昆明国际
花卉展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
开幕，共有来自中国、荷兰、以色
列、英国、德国等 19 个国家和地
区的 400 余家花卉园艺企业参
展。 新华社发

第20届中国昆明
国际花卉展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