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鲜半岛局势在2018年发生重要
的积极变化，朝韩领导人先后三次举行
会晤，半岛南北关系实现缓和，相关势
头在今年年初呈现延续趋势。金正恩1
日在新年贺词中强调实现半岛完全无
核化的坚定意志，并表示随时准备和美
国总统特朗普再次会谈。特朗普近日表
示，美朝正在就双方领导人第二次会晤
地点进行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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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 10 日从
国家航天局获悉，嫦娥四号月球
背面软着陆以来，由多个国家和
组织参与的科学探测任务陆续
展开。着陆器上由德国研制的月
表中子及辐射剂量探测仪和巡
视器上由瑞典研制的中性原子
探测仪开机测试，获取的探测数
据将通过“鹊桥”中继星陆续传

回地面，中外科学家计划共同开
展相关研究工作。

嫦娥四号任务的顺利实施
凝聚着诸多参与国的贡献。除
探测器上的德国和瑞典载荷
外，中继星上配置了荷兰低频
射电探测仪；俄罗斯合作的同
位素热源将保障嫦娥四号安全
度过月夜；我国在南美建设的

阿根廷深空站参加测控任务，
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欧洲空间
局测控站也将发挥支持保障作
用；此外，哈工大环月微卫星

“龙江二号”上的沙特微型成像
相机已于 2018年 6月成功传回
了地月合影。

自 2018 年下半年以来，美
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与中国国家

航天局就月球与深空探测合作
进行了讨论。嫦娥四号任务发
射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月
球勘探轨道器-LRO团队与嫦
娥四号工程团队科学家进行了
密切沟通，商讨利用美方在月
球轨道运行的 LRO 卫星观测
嫦娥四号着陆，开展科学研究。
据悉，美方向中方提供了 LRO

卫星的轨道数据，中方团队向
LRO团队提供了着陆时间和落
点位置，期待将有更多科学发
现和成果。

国家航天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中国愿与各国航天机构、
空间科学研究机构及空间探索
爱好者携手，共同探索宇宙的
奥秘。

据新华社电 统计数据质量
是统计数据发挥作用的前提。国
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家统计
局局长宁吉喆 10日介绍，2018
年，统计系统严肃查处统计违法
行为，曝光 27起统计违法案件，
公示和联合惩戒 118家统计严

重失信企业，统计执法利剑作用
更加彰显。

全国统计工作会议 10日在
北京召开。宁吉喆在会上说，
2018年，统计系统坚决贯彻中央
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
部署，依法统计、依法治统效果

显著。实践表明，经济社会越发
展，经济形态越多样，经济形势
越复杂，对统计数据质量的要求
越高。要进一步健全统计管理体
制，全面落实统计数据质量责
任，强化统计督察和执法检查的
震慑作用，加大问责和曝光力

度，从源头上遏制“数字上的腐
败”，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可信。

宁吉喆表示，2019年，要加
大统计执法检查力度，紧紧围绕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等重点工
作，坚决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
弄虚作假。及时通报曝光典型违

法案件，对统计严重失信企业进
行公示和联合惩戒，充分发挥震
慑警示作用。国家统计局将在
2019年首次组织开展统计督察
工作，推动统计法定职责履行、
统计违纪违法现象治理、统计数
据质量提升。

中美经贸问题
副部级磋商举行

据新华社电 1月7日至9日，中美双方在
北京举行经贸问题副部级磋商。双方积极落
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就共同关注的贸易问
题和结构性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细致的交
流，增进了相互理解，为解决彼此关切问题奠
定了基础。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

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

半岛无核化进程中
中国发挥积极作用

据新华社电 韩国总统文在寅10日在总
统府青瓦台表示，中国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
程中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文在寅当天在青瓦台举行的新年记者
会上表示，中国在帮助半岛南北关系改善、
半岛无核化及和平稳定方面持续发挥着积
极作用。他还表示，期待朝美领导人第二次
会晤在近期举行，同时期待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在朝美领导人会晤后访问首尔。

文在寅呼吁朝美双方在无核化对话中
采取相对应的措施。朝方需要进一步做出无
核化实际举措，同时也必须考虑相对应的对
朝措施以推动无核化进程。他认为，缺乏互
信是朝美无核化对话目前面临的关键难题。

就金正恩在新年讲话中提出有意在无
任何前提条件或代价下重启开城工业园区
和金刚山旅游等韩朝合作项目，文在寅表示
欢迎，认为半岛南北合作项目将有利于韩朝
双方。他同时表示，韩方将与包括美国在内
的国际社会合作，推动解决国际社会对朝制
裁等相关问题。

文在寅还阐述了政府新一年的经济施
政。他说，政府仍将坚持以增加国民收入为
主导推动经济增长，同时坚持创新增长和公
正经济等既定方针。据新华社电 全国“扫黄

打非”办公室 10 日公布 2018
年度“扫黄打非”工作十大数
据。一年来，各地各部门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以专项行动
为抓手，以互联网为主战场，
坚持打管结合，网上网下一起
发力，取得了显著成效。

1590 万件——全国共收
缴各类非法出版物1590万件，
文化市场环境进一步净化。

2.6 万个——全国“扫黄
打非”部门共取缔关闭淫秽色

情等有害信息网站 2.6万个，
网络空间进一步清朗。

1.2万起——“扫黄打非”
部门充分发挥“扫”“打”作用，
全国共查处各类案件 1.2 万
起，有力打击和震慑违法犯罪
活动。

37万余条——2018年初，
“扫黄打非”部门针对突发问
题，迅速开展“邪典”等涉儿童
色情有害信息专项整治，共清
理有害信息37万余条。

3千余万册——在“护苗

2018”专项行动中，湖南益阳
查办“3 ·12”特大制售非法有
害少儿出版物案，查明犯罪团
伙共制售非法少儿出版物3千
余万册，是近年来查获数量最
大的涉少儿出版物案件。

2.5亿元——浙江嘉兴破
获“4 ·05”特大跨境网络传播
淫秽物品牟利案，抓获境内外
涉案人员 200余名，涉案金额
2.5 亿元，是目前国内破获的
最大一起色情直播聚合平台
案件。

嫦娥四号国际合作载荷开机测试

中国与多国携手探秘宇宙

国家统计局严查
统计违法行为

去年曝光27起违法案
剑指“数字上的腐败”

2018年“扫黄打非”十大数据发布

取缔关闭淫秽色情等
有害信息网站2.6万个

关于萧素雅《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遗失通告

萧素雅遗失《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281212017090023），现申请作

废原许可证，补发新证。如有异议，请在本通告刊登之日起20个工作日之内向

我局提出，逾期无异议，我局将依法作废原证，补发新证。

特此通告

（联系人及电话：黄工，0760-89817017）

中山市城乡规划局直属分局

2019年1月11日

中山产权交易网信息公告
买卖资产就上中山产权交易网

一、租赁项目：中山市东区起湾道土地物业租赁。

二、租赁底价、租赁面积、租赁期限详见中山产权交易网。

三、承租条件：1、承租条件：详见中山产权交易网。2、保证金：详见中山产权交易网。

四、租赁项目按现状出租，实际面积以最终测量为准，成交租金及筹划服务费金额不作调整。

五、公告起止日：2019年1月11日至2019年1月24日。

六、承租意向登记地址及联系人：中山市东区兴文路13号中环商务街二楼中山产权交易中

心有限公司。联系人：李小姐电话：0760-88802612。

请有意向的承租者登录中山产权交易网：http://www.zhshcq.com/了解该租赁项目的

详细内容和下载相关表格。

中山中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1日欢迎 业务委托来人
来电

二、竞买对象：具有高效照明产品制造资质（资格）的公司或企业，不接受联合竞投。
三、竞买要求：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通过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网进行（网址：http://www.zsjyzx.gov.cn）。竞买人必须按要求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并办理数字证书，方可参加

上网竞价交易活动。
四、资料索取：本次上网竞价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上网竞价出让文件。有意竞买者可登录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网址：http:// www.zsjyzx.gov.cn）浏览或下载。
五、办理竞买申请及数字证书地址：有意竞买者可于2019年1月11日上午9时至2019年2月20日上午11时前（节假日除外）到中山市博爱六路22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原市博览中心常年

展厅）二楼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E区办理数字证书及竞买申请。
六、成交标准：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上网竞价出让按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上网竞价出让不设保留价。
七、保证金账户及保证金收取截止时间：竞买人应先注册登录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网址：http:// www.zsjyzx.gov.cn）进入土地与矿业权交易系统申请获取保证金账号，并按规定向

系统指定的账号汇入保证金，保证金须于2019年2月19日下午5时前到账（以到账时间为准）。
八、土地开发建设条件：①行业要求：高效照明产品制造，行业代码为3969（引自《中山市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3年版）》中府[2013]110号）；②投资强度：≥ 8,250元/平方米；③建设

期限：在 2020年4月28日之前开工，在 2023年4月28日之前竣工；④达产要求：达产时间：自土地交付之日起4年内，达产当年预期产值5000万元；达产当年预期纳税额200万元。
九、其它：1.竞买申请时，须提供依法成立的经中国人民银行备案的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机构名单可参考查阅信用中国网站→信息公示→金融领域信息公示→备案企业征信机构）所出

具信用等级A级（含A级）以上的信用报告(原件)；以上信用报告出具日期须在本宗地出让公告之日后（含当日）。2.根据相关文件要求，在中山市税务局推送的惩戒企业中，对有重大税收违法
案件信息的竞买人将限制参与土地竞买活动。3.详细情况及具体要求以该宗地交易文件为准。本次交易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地址：中山市博爱六路22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原市博览中心常年展厅）二楼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E区
咨询电话：0760-89817365刘小姐 现场勘察电话：13928142834黄先生
规划咨询电话：0760-88323671 (窗口) 有形市场监督举报电话：0760-88365631、88810231

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9年1月11日

中山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上网竞价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广东省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管理规定》、《中山市土地使用权公开交易管理办法》、《关于中山市工业

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意见》、《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建设用地使用权与矿业权公开上网竞价（不设最高限价）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中山市国土资源局经中山市人民政府批准以上网竞
价方式公开出让编号为W20-18-0096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受中山市国土资源局委托，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于2019年1月11日至2019年2月20日组织实施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交易活动。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宗地概况：

宗地编号

W20- 18-

0096

位置

中山市西区

广丰工业园

面积(平方米)

3620.7平方米

（折合5.4311亩）

土地

现状

已

平整

土地

用途

工业

规划指标（须同时符合粤国土资利用发【2008】85号文要求）

容积率下限：1.5，容积率上限：2.5，绿地率下限：15%，绿地率上限：20%，

建筑密度下限：35%，建筑密度上限：40%，最大建筑限高：24米。

出让

年限

50年

起始价

(人民币)

2,787,939 元 即

约513,329元/亩

保证金

(人民币)

1,390,000元

中山市众达拍卖有限公司二手机动车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9年1月18日下午3时在本公司按现状公开拍卖以下标的（已再调价）: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拍卖标的

粤T671B3长安牌
CM8小型面包车

粤T671F3长安牌
CM8小型面包车

粤T072G1长安牌
CM8小型面包车

粤T372G9长安牌
CM8小型面包车

粤T072F2长安牌
CM8小型面包车

粤T572B3长安牌
CM8小型面包车

粤T171F3长安牌
CM8小型面包车

粤T072F1长安
新星小型普通客车

粤T29410金杯牌
中型普通客车

起拍价
（元）

2,025

2,025

2,025

2,025

2,025

2,025

1,738

1,294

12,611

保证金
（元）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300

300

2,500

序
号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拍卖标的

粤T29141金杯牌
中型普通客车

粤T28442金杯牌
中型普通客车

粤TS4277捷达牌
轿车

粤T20280金杯牌
中型普通客车

粤T16627金杯牌
中型普通客车

粤TCH401东风
雪铁龙牌小型轿车

粤TDC232海马小型
普通客车

粤T217D5东风
雪铁龙牌小型轿车

粤T070E2长安之星
小型客车

起拍价
（元）

12,611

12,611

2,645

9,953

6,634

11,885

7,962

4,525

5,555

保证金
（元）

2,500

2,500

500

1,900

1,300

2,300

1,500

900

1,100

其中：1—11号标的先整体后分拆拍卖，整体起拍价53,000元,保证金10,600
元；12—14号标的先整体后分拆拍卖，整体起拍价16,484元,保证金3,300元。15—
18号标的分拆拍卖。有意者请于1月17日下午4时前将保证金汇入指定账户，并携带
有效证明到我司办理手续。标的展示：1月15—16日,电话预约。公司地址：中山市东
区银河街17号三楼，电话：88899399，市拍协监督电话：88228466。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一日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排列三”“排列五”第19010期开奖结果如下：
“排列三”中奖号码：4、2、5
“排列五”中奖号码：4、2、5、1、5
兑奖时间从2019年1月10日起至2019年3月11日止。

广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9年1月10日

公告
现面向全市征召体育彩票投注站，具体条件

请致电市体彩中心，电话：88880535，吴先生
中山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的新科技
1月9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人们参观hypervsn全息投影展示。

2019年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CES）8日正式开幕。人们可以在
电子展上体验到众多新科技。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