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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
雷斯8日警告说，如果相关会员国未能

“立即并全额”缴纳联合国预算会费和
各项摊款，联合国可能于 11月发生工
资支付困难。他敦促相关会员国立即
并全额缴纳相关款项，以确保联合国
正常运转。

古特雷斯当天在联合国大会第五
委员会关于2020年预算草案的会议上
说，联合国将于10月面临“十年来最严
重的赤字问题”。

他说，如果不是因为从今年1月就
开始采取削减开支以及逐月管理现金
等办法，目前的情况“会更糟糕”。

古特雷斯当天通过发言人发表声
明说，他已经给相关会员国写信，说明
当前联合国所面临的资金困难，并敦
促相关会员国履行《联合国宪章》赋予
会员的义务，立即并全额缴纳预算会
费和各项摊款。

据统计，截至当天，联合国 193个

会员国中的 129个已经全额缴纳了预
算会费和各项摊款。截至 9月底，会员
国支付了全部预算会费和各项摊款的
70%，低于去年同期的78%。

中国已于今年上半年足额缴纳了
联合国预算会费和各项摊款，用实际行
动坚定支持联合国事业和多边主义。

据新华社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新任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
基耶娃 8日表示，贸易争端给全球经济
增长造成了显著损失，到 2020年全球经
济或将因此损失约 7000亿美元，相当于
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8%左右。

格奥尔基耶娃当天在 IMF总部发表
上任以来首次公开演讲时说，全球经济增
长正不断减速，全球近90%的区域今年经
济增长都将放缓。她表示，IMF下周将发
布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下调今
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格奥尔基耶娃说，全球经济陷入“同
步放缓”境地，原因之一就是贸易争端。
她表示，全球贸易增长已近乎停滞，由于
贸易紧张局势等原因，全球制造业活动
和投资力度已大幅减弱，服务业和消费
可能很快也会受到影响。

格奥尔基耶娃说，贸易争端、英国“脱
欧”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带来的不确定性
正在抑制全球经济增长潜力。她呼吁各国
采取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共同寻求解决
贸易问题的持久之道，从而充分发挥贸易
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

保加利亚经济学家格奥尔基耶娃此
前担任世界银行首席执行官，她接替已
经离任的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于 10月 1
日上任，成为 IMF成立以来首位来自新
兴市场经济体的总裁。

据新华社电 瑞典皇家科学院9日
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来自美
国的科学家约翰·古迪纳夫、斯坦利·惠廷
厄姆和日本科学家吉野彰，以表彰他们在
锂离子电池研发领域作出的贡献。

据诺贝尔化学奖评选委员会介绍，
轻巧、可充电且能量强大的锂离子电池
已在全球范围内被应用于手机、笔记本
电脑、电动汽车等各种产品，并可以储
存来自太阳能和风能的大量能量，从而
使无化石燃料社会成为可能。

上世纪70年代，惠廷厄姆发现了一
种能量丰富的材料，这种由二硫化钛制
成的材料可以嵌入锂离子，所以可被用
作锂电池中的阴极。古迪纳夫推测，如
果用金属氧化物来替代金属硫化物制
造阴极，电池将具有更大的潜力。经过
系统研究，他在1980年证明了嵌入锂离
子的氧化钴可以产生4伏的电压。

在古迪纳夫研制出的阴极基础上，

吉野彰1985年开发出了首个接近商用的
锂离子电池。他并未使用活泼的金属锂
做阳极，而是使用了焦炭，这种碳材料可
以像氧化钴一样提供容纳锂离子的空
间。锂离子在阴阳极之间运动产生电流。

一个轻巧耐用、在性能下降前可充
放电数百次的电池由此产生。自1991年
首次进入市场，锂离子电池彻底改变了
人们的生活。这种电池奠定了无线、无
化石燃料社会的基础，对人类具有极大
益处。

值得一提的是，三位科学家均已 70
岁以上。其中，1922年出生、现任教于美国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的古迪纳夫已
97岁，打破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最大年龄
纪录。三人中年龄最小的日本旭化成公司
名誉研究员吉野彰今年也已71岁。

今年诺贝尔化学奖奖金共900万瑞
典克朗（约合91万美元），将由三名获奖
科学家平分。

据新华社电 美国白宫8日致信国
会民主党人，说总统特朗普及其政府不
会配合当前的弹劾调查。

总统律师西波隆当天在信中称，众
议院启动针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受党
派政治驱使，缺乏法律依据，违背正当
程序等，比如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宣布
启动弹劾调查前没有让全院表决。

这封信的收件人包括佩洛西、众议院
情报委员会主席希夫等。佩洛西当晚对此
发表声明说，这封信明显是错误的，是白
宫试图非法掩盖事实的又一举动。

分析人士认为，白宫同国会民主党
人或就弹劾调查启动程序展开法律战，
府院斗争预计将进一步升级。

特朗普因一起“电话门”事件正面
临弹劾调查。8月，美国一名情报界人士
匿名检举特朗普7月与乌克兰总统泽连
斯基通话时要求对方调查其政治对手、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及其儿子亨特，白宫
还采取某些措施“封锁”二人通话记录。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还下令冻结
一笔军事援助以施压乌克兰。

“电话门”事件震动美国朝野。民主党
人指责特朗普滥用职权谋求个人政治利
益并寻求外国势力干预美国总统选举。9
月下旬，佩洛西宣布众议院启动针对特朗
普的弹劾调查，众议院下属委员会随后向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特朗普私人律师朱利
安尼等发放传票，要求他们提交“电话门”
事件有关文件以配合调查工作。

美国驻欧盟大使桑德兰原定10月8
日到国会提交证词，但当天凌晨接到美
国国务院通知，被告知特朗普政府不准
许他出席。众议院情报委员会随后向桑
德兰发放传票，他被民主党人视为“电
话门”事件中一位关键人物。

特朗普此前称，他要求乌克兰调查
拜登父子无关政治，只因为反腐败，并
反复抨击弹劾调查是对他的“政治迫
害”。拜登今年4月宣布竞选下届美国总
统，被特朗普视为主要竞争对手之一。

白宫拒绝配合针对特朗普弹劾调查
分析人士认为，府院斗争将进一步升级

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出炉

三位科学家获殊荣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如果相关会员国未能“立

即并全额”缴纳联合国预算会费和各项摊款

联合国或于11月
发生工资支付困难

IMF新总裁警告：

贸易争端将造成数千亿美元损失

10月8日，在美国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任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发表演讲。 新华社 发

公 告
受 助 人 员 无 名 氏（救 助 编 号 ：

17070323），女，约45岁，具体身份信息

不详，于2019年10月08日06时40分因

病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现予公告。请知

情者在公告发布30日内与市救助站联系

处理，逾期将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电

话：0760－88201184。

中山市大涌镇旗达制衣洗水厂委托安徽明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开展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已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根据《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现对该项目建设基本情况及公众参与形式等信息

进行公告，征求公众意见。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中山市大涌镇旗达制衣洗水厂原位于中山市

大涌镇全禄管理区环镇路旁，现拟搬迁至中山市大涌镇岚田村“叠石坦”，

取消锅炉，增加喷砂、喷马骝工序，减少产能。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本项目周围的居民，任何关心本项目建设的

专家、学者、政府职员、普通群众。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和公众意见表获取的方式：公众意见

表获取途径：可在公示期间登录 http://m.zsess.net/memberservice/

publicity/detail/20190928100718257439.html 下载；公众可通过信函、

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意见和建议。公众意见表反馈邮箱

为：568105403@qq.com。

四、公示期限：公众（单位或个人）可在2019年9月29日至16日内通

过以下联系方式将意见反馈给我公司。联系人：马工 电话：0551-

62865422；郑总 13527100001。

中山市大涌镇旗达制衣洗水厂

2019年10月9日

中山市大涌镇旗达制衣洗水厂搬迁技改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中山市新康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9年10月25日15时在本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公开拍卖以下物业租赁权：

对上述标的享有优先权人资格的，请于拍卖日前与我司联系。标的均为空置，自成交并签订协议后即起算
租金。有意者请于2019年10月24日17时前将保证金汇入我司指定账户（到账有效）并携带有效身份资料及
汇款单到我司办妥竞买登记手续。标的展示期：10月17、18日（电话预约资料备索）。公司地址：中山市东区竹
苑中山书城五楼A3卡；联系电话：88238801、13902598001王小姐；市拍协电话：88228466。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日

标
的
号

1

2

3

4

标的物业地址

中山市石岐区和平新街3号501房

中山市石岐区悦来路53号2卡

中山市石岐区悦来路53号底层3卡

中山市神湾镇西虹街

租赁
用途

住宅

商铺

商铺

土地

租赁面
积(㎡)

70.54

25.36

24.90

1472.3

月租金
起拍价
（元）

635

4337

4258

3313

保证金
（元）

1905

13011

12774

9939

租期

3年

3年

3年

3年

备注

无家私家电，物业状态欠佳，租
金无递增。

租金不递增。

第三年度起，月租金比上年度
递增5%。

租金不递增。

中山市新康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9年10月25日15时在本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公开拍卖以下物业租赁权：

对上述标的享有优先权人资格的，请于拍卖日前与我司联系。标的1-3为带租约，原租
户打算续租并竞得标的的，租期自其原租赁合同期满之日起计算；新租户竞得标的的，搬迁期
的租金由原租户承担，租期自原租户搬迁后，经委托方通知后起算；标的4-6为空置，自成交
并签订协议后即起算租金。有意者请于2019年10月24日17时前将保证金汇入我司指定账
户（到账有效）并携带有效身份资料及汇款单到我司办妥竞买登记手续。标的展示期：10月
17、18日（电话预约资料备索）。公司地址：中山市东区竹苑中山书城五楼A3卡；联系电话：
88238801、13902598001王小姐；市拍协电话：88228466。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日

标
的
号

1

2

3

4

5

6

标的物业地址

中山市石岐区悦来中
路33号地下2、3卡

中山市石岐区悦来中
路33号地下4卡

中山市石岐区莲塘路
34号501房

中山市中区东胜坊67
号之一地下铺

中山市石岐区中山二
路78号首层1至3卡

中山市石岐区孙文西
路21号之一

租赁
用途

商铺

商铺

住宅

仓库

商铺

商铺

租赁面
积(㎡)

79.25

37.05

105.96

27.30

196.22

914.1

月租金
起拍价
（元）

5243

2,451

926

218

4906

30240

保证金
（元）

15729

7353

2778

654

14718

90720

租期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备注

第二年度起，月租金比上
年度递增5%。

第二年度起，月租金比上
年度递增5%。

第二年度起，月租金比上
年度递增5%。

第三年度起，月租金比上
年度递增5%。

租金不递增。

第三年度起，每年月租金
比上年度递增5%。

中山市新康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9年10月25日15时在本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公开拍卖以下物业租赁权：

对上述标的享有优先权人资格的，请于拍卖日前与我司联系。标的1为带租约，原租户
打算续租并竞得标的的，租期自其原租赁合同期满之日起计算；新租户竞得标的的，搬迁期的
租金由原租户承担，租期自原租户搬迁后，经委托方通知后起算；标的2-6为空置标的，自成
交并签订协议后即起算租金。有意者请于2019年10月24日17时前将保证金汇入我司指定
账户（到账有效）并携带有效身份资料及汇款单到我司办妥竞买登记手续。标的展示期：10
月17、18日（电话预约资料备索）。公司地址：中山市东区竹苑中山书城五楼A3卡；联系电
话：88238801、13902598001王小姐；市拍协电话：88228466。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日

标
的
号

1

2

3

4

5

6

标的物业地址

中山市南区恒海路恒华街32
号403房及车房

中山市石岐区光明路横巷12
号502房
中山市石岐区居安里 17号
204房
中山市西区中山一路111号
一层

中山市西区中山一路111号
二、三层

中山市西区中山一路111号
六层至十五层

亚洲广场负一负二停车场

中山市石岐区民权路 84号
5-10卡
西区商业中心的交通商业大
厦二楼商铺第二层2022商铺

租赁
用途

住宅

住宅

住宅

办公
楼

办公
楼

办公
楼

停车
场

商铺

商铺

租赁面积
(㎡)

80.1

105.91

23.45

264.49

5582.37

11664.72

8400

93.3

56.58

月租金
起拍价
（元）

735

850

211

8331

120579

209965

37800

4898

1222

保证金
（元）

2205

2550

633

24993

361737

629895

113400

14694

3666

租期

3年

3年

3年

10
年

3年

3年

备注

第二年度起，月租金比上年度
递增5%。

无家私家电，第三年度起，月
租金比上年度递增5%。

无家私家电，租金不递增。

1、按现状出租，物业为整栋交
通大厦的一半面积，因此消防
系统、水电设施与利益产权人
共用，如承租人需要分隔开使
用，改造安装、费用由承租人
自行承担；2、装修期为8个
月；3、第3、5、7、9年月租金比
上年度递增5% ；4、按现状出
租，停车场无证，但有使用权。
无证无水电。第三年度起，每
年月租金比上年度递增5%。
第三年度起，月租金比上年度
递增5%。

中山市新康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9年10月25日15时在本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公开拍卖以下物业租赁权：

上述标的均为空置，拍得标的自成交并签订协议后即起算租金。有意者请于2019年10月24日17时
前将保证金汇入我司指定账户（到账有效）并携带有效身份资料及汇款单到我司办妥竞买登记手续。标的
展示期：10月17、18日（资料备索）。地址：中山市东区竹苑中山书城五楼A3；电话：88238801市拍协电
话：88228466。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日

标的号

1

2

3

4

5

标的物业地址

中山市东区起湾道富湾花园
富顺阁1幢503房
中山市东区起湾道富湾花园
富顺阁1幢303房

中山市西区小商品市场31卡

中山市石岐区悦来中路6号
康泰苑7幢3卡车库
中山市石岐区悦来中路6号
康泰苑7幢8卡车库

租赁
用途

住宅

住宅

商铺

车房

车房

租赁面
积(㎡)

103.47

103.47

65

21

23.41

月租金起
拍价（元）

1138

1138

1094

324

324

保证金
（元）

3414

3414

3282

972

972

租
期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备注

第二年度起，月租金比上年
度递增5%。
第二年度起，月租金比上年
度递增5%。
无证，无法办理营业执照，以
仓库形式出租，市场管理费
由承租方承担，租金无递增。

租金无递增。

租金无递增。

深扎大小工业园区 贴心服务实体经济
——专访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山市三乡支行小企业客户经理郑明

他白天深扎中山市辖区
内的各类大小工业园区，走
访企业实地调查了解需求，
与企业交流银行产品服务，
传达国家支持中小企业的政
策；晚上在办公室整理材料，
填写调查报告，为客户申请
贷款支持及配套金融产品服
务，助力中小微企业成长。

辛勤的付出，获得了丰
收的喜悦。截至 2019 年 9 月
初，在从事小企业客户经理
岗位两年里，他为中小微企
业授信贷款超 1 亿元，同时
为客户提供了票据贴现、票
据大管家、票据承兑、国际结
算、代发工资以及公司理财
等一系列综合金融产品服
务。他，就是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中山市分行三乡支行综合
业务部小企业客户经理郑
明。

文/图 柯颂 郑明向企业主实地了解企业经营情况。

深扎基层，帮企业解决融资难题

“中小微企业一直是市场经
济最有活力、最有创造力的参与
者，但由于中小微企业有着生命
周期短、规模发展迅速、管理相对
粗放等特点，公司治理制度往往
跟不上发展步伐，很多金融服务、
政府支持政策往往没有第一时间
被中小微企业获知、运用。”郑明
介绍，针对中山市辖区内的中小
微企业“星星多，月亮少”的特点，
在分行党委的领导部署下，通过
开展“五抓十二进”“百万大走
访”“镇区行”“创业创富大赛”等
一系列活动，充分利用该行知识
产权贷款、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贷
款、科技信贷、助保贷、技术改造
贷款等弱强担保产品及政银合作
项目组合，着力为中小微企业解
决弱担保贷款难、中小微企业贷
款成本高等问题。

创业创富大赛是邮储银行扶

持小微企业的平台，“镇区行”是
邮储银行中山市分行助力中小微
企业发展的拳头项目，邮储银行
将两者有机结合，在“创业创富大
赛暨镇区行坦洲站”活动上，与到
场的广大小微企业主交流政策，
解答疑问，为有需求的客户建立
台账，及时开展跟踪服务，针对不
同客户需求定制不同的产品服
务，赢得了良好的市场口碑。同
时，也挖掘推荐一批非常有潜力
的小微企业，参加全市创业创富
大赛，使企业既获得了创业资金
支持，又更好地展示了企业产品，
提高市场知名度。

在上述活动中，郑明用真
情服务的态度和不忘初心的党
员使命感，积极为中小微企业
定制金融产品，以真诚高效的
金融服务，不断获得市场认可
和客户信赖。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山市分行三
乡支行，位于中山南部的中心城镇三
乡镇，管辖范围覆盖三乡、坦洲、板芙
等镇区。当地良好的基础，让企业发展
迅猛，中小微型企业超过数千家。如何
服务好企业，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郑明作为一名基层党员，积极参与分
行“党的领导+”专项活动，充分发挥主
观能动性，开展“百万大走访”活动，坚
守“服务三农、服务社区、服务中小企
业”的发展定位，紧贴地气，深扎基层，
到大小工业园区走访，了解实际情况，
为当地实体经济服务，切实解决企业
融资难题。

“在推进落实我行‘五抓十二进’项
目中，通过深入工业园区走访，与企业
主亲切交流，我们了解到某企业是大型
新能源行业龙头公司的供应商，其产品
获得了多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
具有良好的市场竞争力，订单不断增
加。但是，由于下游客户强势，应收账款

期限较长，创业初期，企业自身积累资
金不够支持企业快速发展，制约了企业
的快速成长。在我拜访企业时，企业主
刚好接到了一笔大订单，但由于货款还
没收到，没有足够资金投入生产，正为
如何解决资金短缺问题而头疼。在了解
到企业有融资需求，但没有足够的抵押
物时，我主动向客户介绍我行的银保产
品，最终为企业快速发放了一笔商务贷
款，帮助客户解决了短期的资金问题，
顺利渡过难关。”郑明介绍，想客户之所
想，想客户之未想，着力帮助企业实际
问题，是一名银行客户经理的真本事。

当了解到客户即将达到上规上限
企业的标准后，他又积极推荐其申请上
规上限培育企业名录入库资格，在达到
规上企业标准后，又帮企业申请获得政
府补助。客户感受到邮储银行的真诚服
务后，主动在邮储银行增加了贷款额
度，并将结算、票据等其他业务也转移
到邮储银行，与邮储银行携手共进。

以真诚服务赢得客户信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