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用大面额

购房预收（首付）款收据、

发票类

临时用电押金收据

（1万以上）

临时用电押金收据

（1万以下）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据

支票（转账、现金）

号码、单位证明（或当事人身

份证）、经办人身份证

号码、单位证明（或当事人身

份证）、经办人身份证

号码、单位证明（或当事人身

份证）、经办人身份证

号码、单位证明（或当事人身

份证）、经办人身份证

号码、单位证明（或当事人身

份证）、经办人身份证

号码、单位证明（或当事人身

份证）、经办人身份证

200元/张（份）

200元/张（份）

200元/张（份）

100元/张（份）

50元/张

200元/张

连号五张以上

封顶1000元

连号五张以上

封顶1000元

连号五张以上

封顶800元

连号五张以上

封顶500元

连号五张以上

封顶300元

连号五张以上

封顶1000元

遗失证件 自备证件及信息 费用 备注

住建局公告

合并、分立公告

民政局公告

车辆遗失启事

更正启事

寻人启事

500元

300-500元

300-500元

300-500元

300-500元

300-500元

类型 自备证件及信息 费用 备注
盖有公章的公告内容原件、
房产归属人身份证、经办人
身份证

盖有公章的公告内容原件、
经办人身份证

民政局证明、领养人身份证、
经办人身份证

车主身份证（或单位证明）、
行驶证、产权证

身份证、单位证明

身份证（照片）

须带好当事
人及经办人
身份证

注：自备证件均须是原件 咨询电话：57509188 57509198

本报挂失须知 （公告、启事类） （发票、收据类）

遗失启事 以下证件声明作废 咨询电话：57509188 57509198

昆山市玉山镇九顷建材经营部
遗 失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号 码
320583L51556191。

昆山市晋亿废旧物资回收有限
公司遗失法人（李建荣）章，号码
3205830402414；财务专用章，号码
3205830402412。

杨付龙、樊永艳遗失子女出生
医学证明，号码P320692624。

邹 德 根 遗 失 身 份 证 ，号 码
362226198303222415，有 效 期 限
2017年8月14日至2037年8月14日。

唐家琦、王雨遗失子女出生医
学证明，号码R320505802。

昆山市源通危险货物运输有限
公司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
本，号码苏320583600528。

昆山锦之锦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遗 失 财 务 专 用 章 ，号 码
3205831931032；法人（吴小燕）章，
号码3205831931035。

昆山市大通客运旅游有限公司
遗失车辆道路运输证8份 ，号码分
别 为 苏 32058314491( 车 牌 号 苏
EG70S5)、苏32058313441（车牌号
苏E02J71)、苏83013321（车牌号苏
EZ1776)、苏 83013316( 车牌号苏
EMR317)、苏 83013317(车牌号苏
EP1283)、苏 32058313440(车牌号
苏E02T52)、苏 32058312584(车牌
号苏 E3N51)、苏 32058314889(车
牌号苏EK25Z3)。

李可可、崔玉玲遗失子女出生
医学证明，号码K610454507。

李登悦遗失汽车报名发票，号
码032001800105，金额1222元。

昆山市玉山镇登优缇贸易商行
遗失公章，号码3205838931343；财
务章，号码 3205838931344；法人
(华英）章，号码3205838931345。

禹伟杰、程瑞瑞遗失子女出生
医学证明，号码P320105446。

苏芳、吉鹏飞遗失子女出生医
学证明，号码Q320974880。

昆山市周市昆泉塑胶经营部遗
失 财 务 专 用 章 ， 号 码
3205838994460。

张红江、王露露遗失子女出生
医学证明，号码P320095485。

昆山开发区叶文清饭店遗失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正 、副 本 ，号 码
320583000201612290035、
320583000201612290036(1/1)。

昆山市志士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编 号
320583000201812070461。

昆山启创服饰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财务章、法人章、营业执照正本
及副本，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3MA1UQ3743L。

昆山五州佳益包装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财务章、法人章、营业执照
正 本 及 副 本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2058376828539XR。
昆山一米阳光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号码3205830071987。
昆山市玉山镇润之鑫贸易商行

遗 失 税 务 登 记 证 副 本 ，号 码
320583L78271663。

董立勇、郭青叶遗失子女出生
医学证明，号码P320480528。

占林霞、占坤遗失子女出生医
学证明，号码S320484971。

强祥、陶丽欣遗失子女出生医
学证明，号码O321182858。

昆山品味广告有限公司 遗失公
章，号码3205831047340。

昆山市玉山镇润九福超市遗失
税 务 登 记 证（正 副 本），号 码
320583L48032813。

昆山市玉山镇路依特日用品商
行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号码
342401198808107615。

昆山市玉山镇奇丽奇建材店遗

失 税 务 登 记 证 副 本 ，号 码
62272219870220362001。

曾 庆 笑 遗 失 身 份 证 ，号 码
341221200403140218、有效期限：
2019.08.06-2024.08.06。

昆山市千灯镇姜玉真麻辣烫店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号码
320583000201701060105，副本，号
码320583000201701060106（1/1）。

昆山市周市镇倪新文蛋糕店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号码
320583000201603160048。

注销公告
昆山方缘中老年事务综合服务

中 心（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52320583069504530F），住所昆山
市陆家镇陈巷村，业务主管单位昆
山市民政局，法定代表人方建新，联
系电话13906268581。根据《民办
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
定，拟即日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
算组。请各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1周内，到我单位清算组办
理债权债务事宜。特此公告。
昆山方缘中老年事务综合服务中心

2021年2月23日

减资公告
根据2021年1月20日股

东会决议，昆山众信中业房产

经纪有限公司拟将注册资本

1000万元减至30万元。债权

人可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要

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

保。联系人阮洪生，联系电话

18913200948。特此公告。

昆山众信中业房产经纪有限公司
2021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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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2021）047

坐落于昆山市巴城镇通澄花园4号楼304室、017室，不动
产权证号为苏（2017）昆山市不动产权第 0035572 号、苏
（2017）昆山市不动产权第 0035588 号，他项权证号为苏
（2019）昆山市不动产证明第3044378号，原权利人为宋优平，
他项权利人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昆山市
人民法院（2020）苏0583执8259号之二《协助执行通知书》及
（2020）苏0583执8259号之二《执行裁定书》，上述房屋所有权
和土地使用权归陈红明名下，据此将证号为苏（2017）昆山市
不动产权第 0035572 号、苏（2017）昆山市不动产权第
0035588号的不动产权证、证号为苏（2019）昆山市不动产证
明第3044378号的他项权证公告作废。

昆山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二○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公 告
（2021）048

坐落于昆山市巴城镇金湖银滩美墅56号楼317室，不动产
权证号为苏（2019）昆山市不动产权第0000210号，他项权证号
为苏（2019）昆山市不动产证明第0003989号、苏（2019）昆山
市不动产证明第0000139号，原权利人为冯可云，他项权利人
为余增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根据昆山市
人民法院（2020）苏0583执2536号之一《协助执行通知书》及
（2020）苏0583执2536号之一《执行裁定书》，上述房屋所有权
和土地使用权归陆艳名下，据此将证号为苏（2019）昆山市不动
产权第0000210号的不动产权证、证号为苏（2019）昆山市不动
产证明第0003989号、苏（2019）昆山市不动产证明第0000139
号的他项权证公告作废。

昆山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二○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吉林小城四平，在沈阳、长春
之间，京哈铁路沿线上，它是连接
东西南北铁路和公路的交通枢
纽。

因其所处位置，四平也是扼
东北咽喉之军事重地。抗日战争
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1946年3
月至1948年3月间与敌人四次
大战于四平，最终取得胜利，四平
也因此成了英雄城。四平战役的
胜利影响了东北解放战争各阶段
的战局走向，为我党解放东北赢
得战机并奠定坚实基础。

前有战士流血，今有后人秉
持先烈之志砥砺奋进。

英雄之城从不缺热血。

■ 向前，以美好生活为念

1946年5月，本是山花烂漫
之季，塔子山却宛如一片焦土。

塔子山位于四平东南部，居
群山之首，站在这里可俯瞰民主
联军四平东线全部阵地，其得失
直接关系四平的安危。为抢夺阵
地，当时国民党新6军使用全美
械装备，对塔子山进行了地毯覆
盖式猛烈轰炸。

奉命坚守塔子山的是新四军
3师7旅19团，其前身是著名的
叶挺独立团，号称“铁军”，曾参与
南昌起义、井冈山会师、飞夺泸定
桥、平型关大捷。在塔子山，他们
再次演绎了激烈悲壮的一幕:子
弹打光了，用石头砸、用刺刀刺
……在击退敌人数十次冲锋后，
伤亡已经过半。

“塔子山像是一个绞肉机，身
边的战友一个一个倒下了。”原广

州军区副政委单印章曾亲历了这
场战斗。2016年接受采访时，老
人迟迟不忍回首那段历史，因为
想起那些惨烈的牺牲场景，总是
会落泪。

出征前，很多战士会穿上新
军装。谁也不知道这场仗打下来
是否还能活着回来。

时任新四军3师7旅20团2
营副教导员魏凯江曾回忆，他与
通讯员依令撤离塔子山侧翼阵地
时，面对无处躲避的炮火，身负重
伤的通讯员挣开他的手，“别管我
了，不然咱俩都得死”。从此，通
讯员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

四战四平，东北民主联军在
浴血奋战下，最终掌控了战略要
地四平。

明知生死难测，为何偏向危
中行？

四平战役纪念馆战史研究室
主任张宇明说：“是中国共产党的
政治主张赢得了广大人民认可。
战士们多是普通农民出身，他们
相信共产党能带领大家走向美好
生活。这些将士们以此为精神支
撑，才会不惧死亡。”

■ 英雄，从未被遗忘

在四平战役纪念馆工作，张
宇明目睹过很多感人瞬间，让她
深感这座城市的温度。

2018年纪念四平解放70周
年活动上，耄耋之年的老战士刘
雨亭从广西河池赶来。由于年事
已高，无法乘坐飞机，老人辗转4
天才来到四平。如此周折，只为
再看一看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并

将他参与四平战役时穿过的军装
捐赠给纪念馆。

展厅中，刘雨亭找到战友的
照片。他不顾劝阻，从轮椅上颤
抖地站起来，挺直腰板，敬了一个
标准的军礼。

“那时大家说好，谁能活下
来，就替别人铭记这段战争岁月，
好好活下去。”他说。

还有一位中年人，他只身来
到纪念馆，在照片前不停寻找。
后来，他的目光停留在一处。

良久，他弯下腰，轻轻和一张
照片贴了贴脸。原来照片上的烈
士是他未曾谋面的父亲，父亲离
家赶赴东北时，他尚未出生。他
懂事后才知父亲已经牺牲了……

英雄从未被遗忘。
四平战役纪念馆里，多年来，

人们前来参观、缅怀先烈，这里年
接待观众35万余人次。

从小在英雄事迹的熏陶下长
大，张宇明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
在四平战役纪念馆从事四平战役
史研究工作，一干就是三十多年。

“历史需要被人铭记，我愿意
成为传承者。”她说。

■ 重生，老工业基地换新颜

烈士纪念塔、英雄广场、仁兴
街……70多年转瞬即逝，四平的
大街小巷，仍保留着那段热血记
忆。

四平市中心，一座横跨京哈
铁路的天桥记载着惨烈的四平攻
坚战。如今，它的一侧是充满文
化底蕴的老城区，另一侧是见证
城市发展的新城区。

战争年代，子弟兵为人民奉
献生命。和平年代，英雄城依旧
为人民谋福祉而不懈努力。

第一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
第一辆四平牌大客车、第一台专
用汽车……新中国成立后，四平
创造了一个个奇迹，有力支援国
家建设，成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
重要组成部分。

四平还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
基地。全国产粮大县梨树县年粮
食产量超40亿斤，是全国粮食生
产五强县之一，是保障粮食安全
的重要后方。

在四平市康达农用机械有限
公司的厂房里，机器轰鸣，近百名
工人正加班加点生产免耕播种
机。“年产近8000台免耕播种机，
供应全国各地。”公司总经理杨铁
成说。四平市拥有一批有自主知
识产权和主打产品的农机生产制
造企业，年产值超20亿元。

近年来，四平市对 2000 年
以前建成的253个小区分区施
策，推进老旧小区改造。20世
纪80年代建成的铁东区喜庆社
区曾日渐破旧，很多居民有了
搬家的想法。得益于改造工
程，2020年社区发生了大变化，
这里拥有了规划有序的停车
位、绿植环绕的绿化地和宽敞
明亮的楼道，百姓们的幸福指
数大为提高。

旧城改造、南北河治理、矿
山治理……“如今的四平，不仅越
来越美，市民获得感也越来越
强。”家住喜庆社区的李刚说，“我
们要把英雄的精神传承下去，为
城市更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

英雄的热血从未冷却
——记炮火硝烟中奋起的英雄城吉林四平

新华社记者 陈 俊 孟含琪 薛钦峰

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2月
21日电（记者 倪瑞捷）阿根廷新任
卫生部长卡拉·比索蒂21日签署一
项决议，正式批准中国医药集团有
限公司（国药集团）研发的新冠疫苗
在阿根廷紧急使用。

阿根廷卫生部发言人表示，临
床试验已经表明，中国国药集团研
发的新冠疫苗是安全并且有效的。
在阿根廷药品管理机构建议下，卫
生部决定将该款中国疫苗纳入阿根
廷新冠疫苗接种计划。

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当日表
示，阿根廷目前已有超过70万人接
种了新冠疫苗，其中超过40万人接
种了两剂疫苗。随着更多疫苗抵
达，阿根廷的疫苗接种工作将会加

速。
去年12月底，阿根廷正式在全

国范围内启动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截至目前，该国已经批准了由美国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和德国生物新技
术公司合作研发的新冠疫苗、俄罗
斯研发的“卫星V”疫苗、英国阿斯
利康制药公司和牛津大学合作研发
的新冠疫苗以及印度生产的Cov-
ishield疫苗。

阿根廷卫生部21日公布的疫
情数据显示，该国较前一日新增确
诊病例3709例，累计确诊2064334
例；新增死亡 77 例，累计死亡
51198 例。目前阿根廷全国有
3605名新冠患者在重症监护室接
受治疗。

阿根廷批准中国国药
新冠疫苗紧急使用

新华社旧金山2月21日电（记
者 吴晓凌）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
波音777-200客机20日从科罗拉
多州首府丹佛国际机场起飞后，飞
机右发动机外壳脱离爆炸起火。对
此，波音公司21日发表声明，建议
暂停部分波音777客机运营。

声明说，目前美国国家运输安
全委员会正在对事故进行调查，建
议在此期间搭载与美联航涉事飞机
同型号发动机（美国普惠公司生产
的 PW4000-112 发动机）的波音
777客机暂停运营。目前有69架
搭载了这一型号发动机的波音客机
处于服役状态，另有59架处于库存
状态。

波音公司还表示支持日本航空
管理部门以及美国联邦航空局暂停

搭载同型号发动机的波音777飞机
运营的决定，并称其正在与监管机
构合作。波音公司同时指出，发动
机检查工作由生产厂商普惠公司进
行。

普惠公司是位于美国的一家技
术公司，是世界著名航空发动机供
应商之一。

美国联邦航空局21日要求对
装有普惠公司这一型号发动机的波
音777飞机加强检查。美联邦航空
局局长史蒂夫·迪克森表示，这个决
定是在与航空安全专家小组协商后
做出的。根据初步信息得出的结
论，应加强对这一型号发动机独有
的空心风扇叶片的检查，这种空心
风扇叶片仅在波音777飞机上使
用。 （参与记者：谭晶晶）

波音公司建议暂停
部分波音777客机运营

新春伊始，天津港码头有序
高效运行，卡车在集装箱堆场往
来穿梭，一派繁忙景象。春节假
期期间，天津港集团累计接卸船
舶174艘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21.2万标准箱，较去年春节同比
增长18.6%。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 摄

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国家
体育总局22日在其官网公布，国家
体育总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
合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足球场地
对外开放和运营管理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5年，社会足球场地全面开放，
初步形成制度完备、权责明确、主体
多元、利用高效的社会足球场地长
效运营管理机制。

《指导意见》要求社会足球场保
障使用功能确保开放时间。鼓励各
地依托已建社会足球场地，因场办
赛，广泛开展足球赛事活动，强调社
会足球场地优先保证用于开展足球
活动，严禁任何单位或个人擅自改
变政府投资和享受政府补助的社会
足球场地的功能。

《指导意见》指出要科学管理社
会足球场，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强化
日常管理。鼓励建设信息数据服务
平台，采用智慧管理系统，鼓励社会
力量承接政府投资社会足球场地的
运营管理。要求对社会足球场开展
绩效评价，建立奖惩机制。

《指导意见》强调要完善社会足
球场配套设施，提高运营效益，鼓励
多元利用，支持延伸足球产业链，支
持为学校青少年提供场地、教学、培
训服务，推进体教融合。

《指导意见》还要求各地切实履行
主体责任，加强对社会足球场地运营
管理的指导和监督管理，将社会足球
场地运行、维护经费纳入本级预算管
理，加大财政支持，确保社会足球场地
设施、设备正常运行和持续服务。

2025年社会足球场地
全面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