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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声 明

●本人王平于2013年5月14日购

买的天安-山水龙城A-2#住宅楼1单元

第16层内1601号楼房，因本人保管不

善，将此套楼房面积差价款收据遗失。面

积差价款收据号：0068503，收据开具时

间：2013年6月19日，金额：6408元。特

此声明此收据作废，由此引发的一切责任

纠纷与烟台天安置业有限公司无关。

●姓名：姜书军，身份证号码：

370631195212075017，股东股数30万

股 ， 股 东 帐 号 ：

906160000018600158400，股权证印刷

号：101353661，声明作废。

孙连昌解除劳动合同声明

孙 连 昌 ，男 ，身 份 证 号 码 ：

230826197602290618，由我中心派遣

至芝罘区环卫处工作。2020年10月1

日起未履行请假手续，离岗旷工至今，多

次联系未果，违反了环卫处管理规章制

度，被退回至我中心，根据有关规定，现

对你作出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请你自

本通告刊登之日起15日内到我中心办

理相关手续。逾期，后果自负。联系电

话：0535-6282297。

烟台北方人力资源产业服务中心
2020年11月17日

公告栏
6631203 17854581238

■房产证、土地证、营运证、营业执照(个)800元 ■公章、财务章、
各类印章(个)，支票、发票、收据(张)，税务登记证、资格证、代码证、
渔船用各类证件（个）及其它各类证件400元 ■身份证、工作证、户口
本、出生证明、下岗证(个)150元 ■残疾证、学生证、失业证(个)20元

孙中海：
鉴于2017年6月29日您与东兴社区

居民委员会签署了《东兴社区“三号小区”
拆迁补偿安置协议》2份，协议中明确约定
了房屋拆迁以及相应补偿款、安置房事宜。

因您个人原因迟迟未领取相关补偿
款且相应安置房分配工作也已正式开
始。本着对您合法权益负责的原则，现正
式通知您于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
前往东兴社区居委会，领取协议所涉补偿
款，同时办理安置房的相关抓阄分配手
续。逾期产生任何损失或责任将由您个
人承担，与他方无关。

特此函告！
告知人：烟台市莱山区滨海办事处东

兴社区居民委员会
日期：2020年11月17日

通 知 书

新华社郑州 11 月 18 日
电 在国际乒联总决赛即将开
赛之际，2020年全国乒乓球

“业余球王”总决赛18日在河
南郑州开幕，从全国10个分
站赛脱颖而出的各组别“球
王”将在这里竞逐最终的全国

“业余球王”。
据介绍，本届全国乒乓球

“业余球王”将持续至21日，

设有男、女单打和男、女团体
四个项目，根据参赛选手的年
龄，分为男、女15至30岁组、
31至50岁组、51至60岁组、
61至 70岁组和71岁以上组
等组别。

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世
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理事会
主席刘国梁宣布比赛开幕。

全国乒乓球“业余球王”
总决赛郑州开幕

新华社深圳11月18日电 世界帆船对
抗巡回赛组委会18日与纵横四海航海俱
乐部有限公司签署协议，世界帆船对抗巡
回赛总决赛落户深圳宝安区，顶级帆船选
手将自明年起连续5年集聚深圳宝安逐浪
追冠。

据了解，落户深圳宝安区后的首届赛
事，将于2021年12月15日至19日在大铲
湾周边海域举行，赛事由世界帆船对抗巡
回赛组委会、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深圳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和宝安区政府共同

主办，宝安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承办，深
圳市纵横四海航海俱乐部有限公司运营。
届时深圳宝安区还将同步创办世界湾区帆
船赛，邀请世界各大湾区优秀帆船运动队
组队参赛。

帆船运动是集体育运动、文化交流、船
舶制造和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海洋运动和
产业发展项目。世界帆船对抗巡回赛赛事
创立于2000年，是世界帆船联合会批准和
认可的特别赛事，同时还是史上运作时间
最长的专业巡回赛，与美洲杯帆船赛、沃尔

沃环球帆船赛并称为世界帆联三大特别赛
事，被喻为航海世界的F1。赛事因为靠近
岸边，赛程短，更有利于帆船运动的推广传
播。过去19年，世界帆船对抗巡回赛在全
世界举办超过170个分站的比赛。

深圳宝安区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地
带，拥有49.5公里海岸线，气候宜人，岸线
风光秀丽。2021-2025世界帆船对抗巡回
赛决赛的落户，有利于填补深圳西部帆船
运动的空白，并与深圳东部的“中国杯”帆
船赛形成“一东一西”差异化发展格局，助

力深圳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推动
海洋经济发展。

近年来，深圳宝安区全力打造湾区体
育强区，申办了“一带一路”马拉松系列
赛--宝安国际马拉松赛，举办了WBO国
际拳王争霸赛，引进了林丹羽毛球俱乐部、
深圳水上运动训练中心等。本次引进国际
帆船赛事，将进一步提升当地体育事业影
响力，有助于带动帆船运动的普及，培育推
动帆船产业快速发展，使之成为区域发展
新动能。

世界帆船对抗巡回赛总决赛落户深圳

新华社圣保罗 11 月 17
日电 17日，世预赛南美区第
四轮继续进行。巴西和阿根
廷队双双取胜，稳居积分榜前
两位。厄瓜多尔队爆冷 6:1
大胜哥伦比亚队，委内瑞拉队
主场战胜智利队，巴拉圭队战
平玻利维亚队。

四轮过后，巴西队4战4
胜拿到12分，强势领跑积分
榜。阿根廷队紧追榜首，3胜
1平积10分。厄瓜多尔队成
为赛事最大“黑马”，连克劲
旅，暂列第三位。巴拉圭和乌
拉圭队积6分，分居第四、五
位，紧随其后的是智利和哥伦
比亚队。委内瑞拉队拿到首
胜，排名第八位。秘鲁和玻利

维亚队分别排在第九、第十
位。

阿根廷队客场对阵秘鲁，
上半场，冈萨雷斯和劳塔罗各
入1球。易边再战，梅西多次
造险，但双方未能再次破门。
最终，阿根廷队以2:0击败秘
鲁队。梅西赛后直言，在上一
场没有取胜的情况下，这场胜
利对球队非常重要。

另一边，哥伦比亚队此役
客战厄瓜多尔队，上半场连丢
4球。上半场补时阶段，哥伦
比亚队靠哈梅斯·罗德里格斯
（J罗）的点球扳回一城。下
半场厄瓜多尔在一人被罚下
场的情况下，最终仍以6:1大
比分赢得比赛。

世预赛南美区
巴西阿根廷双双取胜

新华社开罗11月17日电 埃及旅游
和文物部17日晚在开罗的埃及国家博物
馆向中国移交了埃及海关查获的一批中
国古钱币。

在当晚举行的仪式上，中国驻埃及大
使廖力强代表中方从埃及旅游和文物部
长哈立德·阿纳尼手中接收了这批古钱
币，中国驻埃及大使馆文化参赞石岳文代
表中方在移交证书上签字。

廖力强致辞说，中方感谢埃方积极履
行双方2010年签署的关于保护和返还从
原属国非法贩运被盗文化财产的协定，这
一协定为两国共同打击非法贩运文物奠
定了坚实基础，中方赞赏埃及为全球打击
非法贩运文物作出的突出贡献。

阿纳尼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埃及与全球很多国家签署了打击从原属
国非法贩运文物的协定，此次向中方移交
的这批古钱币是埃及积极履行相关协定
的体现，我们对此感到自豪。此次移交仪
式也正值埃及国家博物馆成立118周年，
更加彰显了此次活动的重要意义。”

据中国驻埃及大使馆文化处介绍，埃
及海关2019年初查获了这批古钱币，其
中包括汉代、唐代等时期的钱币，具有较
高文物价值。

埃及向中国
移交中国古钱币

本报讯 为普及钱币知识，弘扬烟台红
色文化，11月18日上午，由烟台市钱币学会
主办、烟台万光古文化城承办的“2020年烟
台市钱币收藏精品展”在芝罘区上夼万光古
文化城开幕。来自人民银行烟台市中心支
行、驻烟35家银行代表以及全国各地的钱
币收藏爱好者近300人共同出席本次活动。

钱币不仅是商品交换的媒介，更是体
现各个时期经济政治制度、文化科学与技
术发展的缩影。据万光古文化城负责人、
万光城建副总经理姜松青介绍，为期4天的
展会共展出我国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各
种金属币、纸币、票证近万枚。其中，有
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五字刀
币等古代货币，有宋元时期的金币、银锭等

“真金白银”，有抗战时期北海银行在胶东
地区发行的部分纸币、解放区纸币，有烟台
本地发行的股票证、股东证和烟台泗兴印
务公司印刷的银票、钱票等票样，以及建国
后发行的珍贵第一、二套人民币等。琳琅
满目的环钱、布币、钱范、母钱、样钱、雕母、
宫钱、地方流通券、私钞、钱庄票、钱庄铜
章、连体钞、流通纪念币，为广大市民提供
了近距离接触各种钱币的机会，在充分满
足各类收藏爱好需求的同时，也完整呈现
了钱币发展的清晰脉络，对研究和发掘钱
币背后的人文、历史、地理、文化艺术内涵
提供详实的素材。

据悉，本次展会还特别邀请了中国钱
币学会纸币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钱币

学会理事、烟台钱币学会理事盛志坚，中国
收藏家协会会员、山东省钱币学会会员、烟
台钱币学会理事梁新等多名业内专家，现
场为大家鉴定真伪，解疑答惑。

本次钱币收藏精品展参会规模及展品
数量空前，在我市乃至全省尚属首次，既是
集中展示我市开埠文化、红色文化的盛会，
也是丰富市民文化生活，推进建设烟台文
化强市的重要举措。记者采访中了解到，
作为活动举办方的烟台万光古文化城，开
业10年来,着力打造胶东地区古玩文化传
承基地, 开展了包括全国国有文物商店交
流会、胶东地区鉴宝系列公益活动等各类
展会近300场，社会反响强烈，市场规模稳
居胶东地区榜首。

普及钱币知识 弘扬红色文化

烟台市钱币收藏精品展与市民见面

新华社长春 11 月 18 日
电 11月 21日至30日，2020
赛季中冠联赛总决赛将在广
东省梅州市举行，进入2019
年中冠联赛16强的延边海兰
江队拿到“入场券”。

2015 年，延边队在中甲
联赛中创下 21 轮不败的战
绩，提前两轮升入中超联赛。
而这“高光时刻”并未持续多
久，便接连遭受延边富德足
球俱乐部、延边北国足球俱乐
部解散的厄运。今年，在中

国职业足球联赛历史上，延
边足球首次缺席，成为众多球
迷的遗憾。

此次出征中冠联赛，尹
光、裴育文、朴万哲三名年龄
之和近110岁的球员再次披
挂上阵，重燃延边球迷对晋
级中乙、重返职业联赛的期
待。

2020赛季中冠联赛总决
赛将有 16 支球队参赛。18
日，延边海兰江队出征，直抵
赛区广东梅州。

延边海兰江队
出征中冠联赛总决赛

从“守正”到“创新”
点翠技艺传承五代

位于天津市和平区建安
书院的工作室，是李靖最喜欢
待的一个地方。李靖是白氏
点翠修复与制作技艺的第五
代传承人，一位“90后”。

“‘点’就是点点贴嵌，
‘翠’就是翠鸟的羽毛，点翠工
艺是一项中国传统的金银首
饰制作工艺，美丽的翠羽起着
点缀美化金银首饰的作用。
明清两朝的皇后凤冠、嫔妃头
饰，就采用翠鸟鸟羽作为装
饰。”谈及点翠工艺历史，李靖
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白氏点翠修复与制作技
艺，是由白义臣于天津创始，

传承发展并自成一派。历经
五代传承，至今已经走过了
160余年的历史。白氏点翠
修复与制作技艺非常复杂，分
为“制胶”“辑翠”“刮青”等多
道工序。

“我姥姥白克纯是第三代
传承人，她把手艺传给了我妈
妈，我妈妈又传给了我。作为
新时代的非遗传承人，在‘守
正’的基础上，必须要‘创
新’。”李靖坚定地说。

白氏点翠修复与制作技
艺现在还是区级非遗项目，李
靖正在准备申报市级非遗项
目。新华社天津11月18日电

李靖李靖

11 月 18 日，国家集训队选手王子凤、
郭淋淋、张敏、巨蕊（由右至左）在赛后。

当日，2020年全国赛艇锦标赛女子四人
单桨半决赛在上海市水上运动中心举行。

新华社

全国赛艇锦标赛
在上海举行

11月17日，陈列在埃及开罗的埃及博
物馆内的展品。

当日，埃及博物馆举行活动庆祝建馆
118年。埃及博物馆位于埃及首都开罗市
中心解放广场，珍藏着自古埃及法老时代
至公元6世纪的历史文物共10万多件。

新华社

埃及博物馆
庆祝建馆118年

11 月 17 日，葡萄牙队球员席尔瓦（左）与克罗地亚队球员
莫德里奇拼抢。当日，在克罗地亚斯普利特进行的欧足联国
家联赛A级C组的一场比赛中，葡萄牙队客场以3比2战胜克
罗地亚队。 新华社/欧新

11月17日晚，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和甘肃演艺集团歌舞剧院联袂创作的舞剧《彩虹之路》在兰州音乐厅演出。该剧以丝绸之路为背
景，讲述了以西汉张骞为原型的主人公独行西域，开通贸易、文化与和平之路的故事。 新华社

彩虹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