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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将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外交部：将是一次友谊之旅、合作之旅、和平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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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里河

做好“门前五包”

擦亮文明底色
为进一步改善城市市容

环境，落实“门前五包”责任

制，近期，济南市市中区十六

里河街道城管委联合各村、

社区建立“门前五包”网格化

监督管理机制，做好常态化

巡查，对商铺存在的门前乱

摆乱放等不文明现象，及时

督促、立即整改，并采取“回

头看”的方式巩固治理成果，

有效防止问题反弹。

(许婷婷)

北园街道多措打造

服务群众的“暖心线”
近期，济南市天桥区北园

街 道 多 措 并 举 ， 切 实 解 决

12345热线反映的占道经营、

劳保欠薪、私搭乱建、污水外

溢等各项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

的热点难点问题，真正实现服

务热线为民服务的目的。

下一步，北园街道将努力

把12345热线打造成为一条服

务群众的“暖心线”、优化营商

环境的“测评线”、民生改善的

“标尺线”，使政务服务更加便

捷、高效、规范。

(苏环)

●注销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研究决议，青岛瑞慧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702036645126827)自即日
起注销。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
面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未接到
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
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
求。特此公告！

2023年3月18日

●胡玢岩，专职律师，执业证号：
13701201610892865，执业证书流水
号：10467020，该律师执业证遗失，
声明作废。
●赵彩霞遗失泰安中联上鼎置业有
限公司泰悦留园契税及公共维修基
金收据一份，开票时间：2022年09月
24日，收据编号：5529141，金额：
21457元，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华尔(青岛)能源进出口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70220MA3NCC239A)，经公司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
少注册资本，由注册资本10000万元
减至1000万元人民币，请相关债权
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公
司申报债权或其它请求，特此公告。

2023年3月18日
●烟台建之彩建材商贸有限公司公
章丢失，声明原章作废。

●滨城区盛益隆豆浆十六店食品经
营许可证正副本丢失，许可证编号:
JY23716020042402，声明原件作废。

●黄岛区从源堂艾润堂养生馆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丢失，许可证编号
JY13702110520730，声明原件作废。

●济南国开职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
证 副 本 丢 失 ，人 社 民 1 -
3701007000037-9号，声明原件作
废。

●虞吉基金管理(青岛)有限公司，
发票专用章(编号3702830543332)
不慎丢失，特此声明原章作废。
●淄博市张店区太极运动协会社会
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丢失，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51370303MJE1416410，声明原件作
废。
●注销公告
济南陈济生缠丝太极拳研究会(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370100MJD682497K)经会员大会
决议，终止经营、清算、注销，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债权人可向我
单位提出债务清偿或提供债权担
保，特此公告。
济南陈济生缠丝太极拳研究会

2023年3月18日
●遗失声明：山东博航石油化工有
限公司，不慎丢失法人章，编号：
370284557398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赵川遗失山东万佳置
业有限公司开具的购房收据一份，
金额：299478元编号499921309446，
特此声明挂失原件作废。

●费县摊甜甜品烘焙坊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副本丢失，许可证编号
JY23713250084980，声明原件作废。
●注销公告
山东开启律师事务所，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3137000068323071X1，经合
伙人会议研究决定，拟向律师事务
所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
由黄清志、王子清、杨中生组成，请
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律师事务所清算组申报债权。

山东开启律师事务所
2023年3月18日

●本人孙永胜,车牌号鲁L60313,由
中行日照新市区支行出具的结清证
明、解押委托书及营业执照复印件
不慎丢失,现声明作废。
●青岛共享餐饮文化管理有限公司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丢失，许可证
编号JY23702020144969，声明原件
作废。
●滨州市滨城区一品雅筑装饰中心
法定名称章(编号3723010054927)，
因印章遗失，声明作废，且寻回后不
再使用。
●通知
姜霞(身份证号：37060219780104**
**)：你自2023年3月13日起旷工，公
司也于3月15日发函给你要求你返
岗工作，至今你一直未回单位，请你
在2023年3月20日12点前到公司上
班，否则公司将根据《员工手册》等
相关规定，年度累计旷工3天对你做
自动离职处理，特此公告。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8日
●台儿庄区马兰屯镇强子汽修配件
部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370405MA3KX43C9L,声
明作废。

●济宁博远装饰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公章(编号3708883014593)、财
务专用章(3708883017594)、发票专
用章(3708883014595)不慎丢失，特
此声明原章作废。
● 张 红 霞 ( 身 份 证 号 ：
372429197109250444)将济南星龙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发票编
号07347095金额115815元，编号
07347094金额750815元丢失，声明
作废。
●临沂大咖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公章
(3713020229954)丢失，声明原章作
废。
●烟台北海法医司法鉴定所遗失中
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鉴定人执业证
( 姓 名 ：秦 洪 明 ，执 业 证 号 ：
370604107015)，声明作废。

● 姓 名 ：刘 小 彬 ( 身 份 证 号
372422197607160412)购买齐河融
创观澜府邸7-1-404室，商品房交易
确认书(备案号:8120210705005)原
件丢失一份，现声明作废。同时声明
齐鲁晚报2022-3-1期网签合同编号
(10520210527005)作废的声明无
效。
●青岛捷康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不 慎 丢 失 公 章 ，编 号 ：
3702110373093、财务专用章，编号：
3702110373094、法人章，编号：
3702110373095，声明作废。
●山亭区田庄家和百货商店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丢失，许可证编号：
JY13704060009638声明作废。
●青岛中医秘方研究院，原公章
(3702020015046)声明作废，重新申
领印章。

18615502833 18615502822
18615502811 0531-88778968

咨询
热线

关于他人伪造私刻、冒用我司公章行为的声明
因发现他人假冒新泰石井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下称“我司”)的名义，以私刻公章、法人章对

外签署合同，严重侵犯了我司的合法权益，在此

特别声明:

1.我司仅有一枚紫色防伪公章、一枚紫色

防伪合同章、一枚紫色防伪法人章，均为公安机

关备案的合法印鉴，均保存在我司，如以我司名

义对外用印，需法定代表人使用加盖，除此之外

其他来历不明的我司印章均为假冒、私刻。

2.自登报之日起，以及自2021年1月至今，

对于加盖非我司公安机关备案公章、法人章，非

经法定代表人签字的合同、文件等文字材料，我

司概不予承认，一切法律责任由行为人自行承

担。特此声明！

声明人：新泰石井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5日

拍卖公告
我单位定于2023年4月7日10：00在济南公

共资源中心-电子竞价平台，以增价的方式公开
拍卖以下房产：

(1)历城区洪楼西路11-3号5-303室，产权
证号：鲁(2022)济南市不动产权第0022247号，
证载面积为60.17㎡，起拍价为547547元。

(2)历城区洪楼西路16-2号2-302室，产权
证号：鲁(2022)济南市不动产权第0022237号，
证载面积为35.87㎡，起拍价为371613元。

(3)历城区洪楼西路15号5号楼2单元102
室，具备办证条件，建筑面积约为75 . 19㎡，起
拍价为752652元。

(4)历城区还乡店小区7号楼602室，产权证
号：鲁(2022)济南市不动产权第0022242号，证
载面积为84.72㎡，起拍价为563388元。
特别声明：委托方配合办理过户手续，按照

国家规定各自承担并交纳相关费用。以上标的
在公告之日起接受展示与咨询。有意竞买者，请
于2023年4月6日17时前将竞买保证金10万元/
套汇入指定账户(户名：光彩银星拍卖有限公
司，账号：74040078801900000825，开户行：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济南市分行市中支行)，保证金以
到账为准，后持相关证件联系我公司办理报名
手续。
联系电话：18615687711
监督电话：13335108788

光彩银星拍卖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8日

酒水及商品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3年3月28日上午9:00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http://

paimai.caa123.org.cn/)公开拍卖酒水及商品。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标的一、景阳冈芝麻香880箱(每箱6瓶)整体拍，生产日期：2013年酒精度52%vol。参考价：240

元/箱。竞买保证金4万元。

标的二、洋河贵宾珍品4320箱(每箱6瓶)整体拍，生产日期：

2011年酒精度46%vol。参考价:120元/箱。竞买保证金1万元。

标的三、蓝色贵宾500箱(每箱6瓶)整体拍，生产日期：2011年酒精度48%vol/42%vol(两种度

数)参考价：120元/箱。竞买保证金1.2万元。

标的四、蓝色情怀180箱(每箱6瓶)整体拍，生产日期：2011年酒精度42%vol。参考价：180元/

箱。竞买保证金6000元。

标的五、金福缘55箱(每箱6瓶)整体拍，生产日期：2011年酒精度42%vol。参考价：240元/箱。

竞买保证金2000元。

标的六、惠普高能锅534个。参考价：120元/个。竞买保证金1.2万元。以上标的均以实际现状

为准。随时可现场勘探，整体购买优先。也可单独零售(零售不低于10箱)，交五万元保证金可整体

拍。有意向参加上述标的的竞买者请于2023年3月27日16:00前将竞买保证金缴至我公司指定账

户(户名：泰安中诚拍卖有限公司 账号：237719653862 开户行：中国银行新泰府前街支行)，持

汇款凭证、个人有关身份证等相关资料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联系电话：李：15153823327 刘：18366657598

泰安中诚拍卖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8日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7日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近年来，
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保持密
切往来，擘画引领中俄新时代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健
康稳定发展，成功走出了一条
大国战略互信、邻里友好合作
的相处之道，树立了国际关系
的新范式。

他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
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将同
普京总统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
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
入交换意见，促进两国战略协
作与务实合作，为双边关系发
展注入新的动力。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
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和重要大国，中俄关系的意义
和影响远远超出双边范畴。”汪
文斌说，习近平主席即将对俄
罗斯进行的国事访问将是一次
友谊之旅，进一步加深中俄两
国的相互信任、相互理解，夯实
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政治基础

和民意基础。
汪文斌表示，习近平主席

访俄将是一次合作之旅，推进
双边各领域互利合作，深化“一
带一路”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
对接合作，助力两国实现各自
发展振兴目标。

“习近平主席访俄将是一
次和平之旅。双方将在不结盟、
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基
础上，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
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构建多极
世界格局，完善全球治理，为世
界发展进步作出贡献。”

他说，中方将秉持在乌克兰
危机问题上的客观公正立场，为
劝和促谈发挥建设性作用。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
发展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

汪文斌说，在乌克兰问题上，中
方始终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对
话一边，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汪文斌说，不久前发布的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
中国立场》文件，重申了习近平
主席此前提出的“四个共同”

“四个应该”和“三点思考”的核
心思想，集中体现了中方在乌
克兰问题上的客观公正立场。

“中方的主张归结为一句话，就
是劝和促谈。”

“我们始终认为，政治对话
是解决冲突争端的唯一出路，
拱火递刀、单边制裁、极限施压
只会激化矛盾、加剧紧张，不符
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和
期待。”汪文斌表示，中方将秉
持在乌克兰危机等国际地区热

点问题上的客观公正立场，继
续为政治解决危机发挥建设性
作用。

近期，部分媒体报道称中
国向俄罗斯“提供军援”及军民
两用物项，并助俄系统性规避
制裁。在回答“中俄元首会晤是
否会涉及中方向俄方提供各类
援助问题”的提问时，汪文斌表
示，中方历来在平等互利基础
上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
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中俄
之间的合作正大光明，坦坦荡
荡，为的是造福两国人民，促进
世界发展，不受任何第三方干
扰和胁迫。”

汪文斌重申，在军品出口
方面，中方一向采取慎重、负责
态度，一贯依法依规对两用物
项出口进行管制。“同时，我们
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
经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和长
臂管辖。中方的立场和做法一
以贯之，同一些国家在军售问
题上搞双重标准、在乌克兰危
机中拱火浇油的做法形成鲜明

对照。”
“中俄作为最大邻国和主

要新兴市场国家，两国合作韧
性强、潜力足、空间大。”汪文斌
表示，中俄一贯本着相互尊重、
互利共赢原则，不断深化和扩
大各领域务实合作，这符合两
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们将加快推进高质量
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构
建新发展格局。相信这将给包
括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
新的机遇。”汪文斌说。

汪文斌表示，习近平主席
访俄期间，两国元首将围绕共
同关心的务实合作问题深入交
换意见。双方将继续按照相互
尊重、互利共赢原则，扎实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
盟对接合作，共同维护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畅通，加强双方各
层级交流，夯实两国关系的友
好民意基础，共同推动中俄合
作行稳致远，不断造福两国人
民，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更多
正能量。 据新华社

中国人民银行17日宣布，决
定于2023年3月27日降低金融机
构存款准备金率0 . 25个百分点

（不含已执行5%存款准备金率
的金融机构）。本次下调后，金融
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约
为7 . 6%。

这是2023年首次全面降准。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

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表示，这
次央行降准是主动投放货币，符
合市场预期。从已公布的数据来
看，我国经济正处在恢复的过程

中，1—2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5 . 5%，社会消费品销售总额增长
3 . 5%，其中金融机构对企业的中
长期贷款投放4 .6万亿，同比增加
了2万亿，说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
的力度不小。同时，经济的表现也
是积极向上的，表明市场对央行
投放货币有现实需求。

“此次降准的力度是比较温
和的，只有0 . 25个百分点，这就
保证了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
定性，此次降准大约释放5000亿
的基础货币，未来通过金融机构

贷款，可能创造3万多亿的贷款
规模，支持了实体经济。”徐洪才
分析道。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
淼分析，此次降准实施后，银行
资金成本得以降低，银行减少加
点的动力增强，预计本月或下月
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特别
是5年期以上LPR有望下降。这
将有助于降低存量和新增房贷
利率，减轻居民住房消费负担，
助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据央视新闻、中新网

央行决定降准0 . 25个百分点
将有助于降低存量和新增房贷利率

应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3月20日至
22日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7日在例行记
者会上表示，习近平主席即将对俄罗斯进行的国事访问，将是一次
友谊之旅、合作之旅、和平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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