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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搬家公司，质优价低
不满意可拒绝付款！

宏远搬家

13088735698
西固安宁通下水

13109326051
修暖气洗地暖

低价通下水
不通不收钱 城关 西站 安宁

13008788289

老兵水暖.疏通
修上下水管道
13109366662

通下水 修马桶
清洗地暖暖气
13669303337

13893629095
低价通下水

资质咨询
施工总承包，监理资质，设计资
质，房地产开发资质专业代理。
18993130117

兰飞清洗
擦玻璃，整体保洁，高空清洗，石材
养护，房屋粉刷。13919300120

旧房翻新
砸墙，刷墙，木工，瓦工，新房门面装修，水电暖改造。
133 6943 8686

民信家政
月嫂、保姆、育婴、医院陪护、钟点工，
整体保洁 18309479107 4917792

安装维修各种卷闸门、防火
卷帘门、玻璃门及感应门、
肯 德 基 门 、伸 缩 门 。
15682811123兰州卷闸门

专业开修换锁
西 关 15101219985 安 宁 7827909
雁 滩 13993190054 七里河 15101228077
火车站 13669315681 西 固 15693196117

让殡葬 更简单

兰州市殡仪馆

24小时便民服务电话
96444

15379007356

城关、雁滩、西站、安宁、桥北
鲜花布置灵堂 殓棺出殡
穿衣、寿衣、全新灵棚
24小时随叫随到 明码收费

孝恩堂殡葬服务

13909461099

善孝殡葬服务
城关、雁滩、西站、安宁、桥北
鲜花布置灵堂 殓棺出殡
穿衣、寿衣、全新灵棚
24小时服务 随叫随到
明码标价明码收费

家电精修
专修冰箱、空调、洗衣
机、热水器、炉盘、油
烟机(洗)，保修三年
15002539957

维修、移机、加氟

13919373598回收
二手

老兵空调

温馨提示：敬请读者 查实信息 安享权益17726971761专修楼顶卫生间漏水

4662740 8150592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
同步发布

挂失甘肃润岭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兰州分公
司开户许可证，帐号：2703000109200283516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城关
支行，基本存款帐户编号J8210027707403

减资公告
甘肃建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620103561108492J，公司股东拟向
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10万元
减少至人民币50万元，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见报
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申请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地址：兰州市七里河区晏家坪三村200号小二楼
电话：13639398744

挂 失
甘肃九州源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机动车
销售统一发票，客户姓名：张嫒嫒，身份
证号：620403********0030，发票代码：
162002120030、发票号码：00692030、
金额：117800 元、开票日期：2022 年
9月22日，不慎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声 明
9月 22日兰州晨报A06版刊登的
“挂失兰州炫之誉科技有限公司在
银行预留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此信息为不实信息，兰州炫之誉科技
有限公司公章未曾丢失，特此声明。

兰州炫之誉科技有限公司

挂失平安保险代理合同号 0915857816
挂失张小东从业资格证622630197911150692
挂失张东清执业证00000562012300002021002013
挂失蒋宝红执业证00000562012300002021002110
挂失金雪芬执业证00000562012300002021001922
挂失薄赟婷执业证00000562012300002021001971
挂失吉劝锋执业证00000562012300002021001955
挂 失 孙 谦（620123197212151714）甘
（2019）榆不动产权第0004207号
挂失兰州新区大通镗缸磨轴厂在兰州
银行新区分行预留的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挂 失 魏 玲 执 业 证 ，证 件 号 ：
62011700001012
挂失：兰州良玉生态种植养殖基地在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登纬五路支行
预留的王芳私章声明作废。
遗失兰州理工弘文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弘文
宾馆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编号J82100026
59103,开户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
七里河支行，账号843081763710001声明作废
挂失白银银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于2016年
8月3日开据赵爽爽购房收据一张，房号为
瑞南紫郡6号楼1单元2001室，收据号码
3723042，金额（827560）元声明作废。

挂失（刘琼）西固区万邻惠便利店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620104MABLU1C17X，特此声明。

兰州晨报分类信息广告由以下站点代办，从未委托任何其它网站、广告公司代办。办理登报业务请致电就近各广告站点。
安 宁 13119416621 13893228907
七里河 13893126050 13919783768

西 关13008774749 13919150533
东 岗13993138394 13919211748

雁 滩 13919283848 13919364049
西 固 13893273391 13150019000

河 口 13321221799 天 水13321386833 临夏州站13993081112温馨提示：敬请读者查实信息 安享权益

0931-4662740
0931-8150592

分类广告

旧房、铺面、写字楼一
站式服务，可承接零活
13919183113平价装修

物业公司诚聘
保安、水电暖维修工，项目管理人员等岗位，男性
60岁以下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懂水电者优先，
工资面议。（本广告长期有效）电话：13893197184

父母为女儿征婚
女医生 42岁，博士在兰州工作，
162cm，有房有车，觅42岁左右硕
士以上学历，有房有固定工作未婚
男士为伴 13259246753

征
婚

男，离异，57，170，健
康，事业单位，县城，
爱好运动、旅游，无负
担，寻 50岁左右，文
化较可，一心过日子
女士。13359431733

提示：省、市级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办理事项规定：
《兰州晨报》为各类证件挂失、遗失声明、公告类信息指定刊登媒体！

据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
我国科学家近期在重庆、贵州等
地约4.4亿年前的志留纪早期地
层中发现“重庆特异埋藏化石库”
和“贵州石阡化石库”，首次为有
颌脊椎动物的崛起与最早期辐射
分化提供了确切证据，并据此取
得一系列新发现，刷新了对有颌
类早期演化历史的传统认知。

该研究由中科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朱敏院士团队完
成，相关成果形成4篇学术文章，
28 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同
期在线发表。

包括人类在内，地球上现存
99.8％的脊椎动物都具有颌骨，
有颌类的出现与崛起是脊椎动物
演化史上最关键的跃升之一。然
而，这一跃升具体发生在何时、何
地？又是如何发生的？科学界长
期以来缺乏古生物学证据，有颌
类 的 早 期 演 化 存 在 一 段 至 少
3000万年的巨大空白。

重庆、贵州两地化石库的发
现填补了这一空白。“贵州石阡化
石库”含有数量多、保存好的有颌

类微体化石，“重庆特异埋藏化石
库”的古鱼化石不仅数量众多、种
类齐全，而且保存十分完整、精
美。研究团队应用高精度 CT、
性状大数据分析等新技术新方
法，向世界首次展示出最早有颌
类的牙齿、头部等身体结构与解
剖学信息。

其中，双列黔齿鱼的齿旋将有
颌类牙齿最早化石证据前推了
1400万年；有颌的蠕纹沈氏棘鱼
是迄今所知最早的保存完好的软
骨鱼，确证了鲨鱼是从“披盔戴甲”
的祖先演化而来；有颌鱼类奇迹秀
山鱼糅合了多个盾皮鱼大类的特
征，为探究有颌类“生命之树”根部
主要类群的起源，以及脊椎动物头
骨演化提供了珍贵资料。

朱敏介绍，此次发现第一次
大规模展示了志留纪鱼群特别是
有颌类的面貌，揭示了早期有颌
类崛起的过程：最迟到 4.4 亿年
前，有颌类各大类群已经在华南
地区欣欣向荣；到志留纪晚期，更
多样、更大型的有颌类属种出现
并开始扩散到全球。

人类是从鱼
进化来的？
我国科学家
在重庆贵州发现确切证据

本报讯（奔流新闻·兰州晨报
记者冯宝强）9月28日，记者从北
京希诺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获
悉，诞生于北京昌平的世界首例
克隆北极狼“小玛雅”经过一百
多天的健康成长，已经在9月22
日顺利交付哈尔滨极地公园。
同一天，第二只克隆北极狼“小
哈尔”也在江苏顺利出生。

2006 年，哈尔滨极地公园
从加拿大引进了一对雌雄北极
狼“玛雅”和“哈尔”。遗憾的
是，直至2021年8月，随着母狼

“玛雅”离世，它们俩始终没能
繁衍后代。为拯救濒危野生动
物，保护生物多样性发展，哈尔

滨极地公园与北京希诺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0 年合作
开启了北极狼克隆研究。

据了解，克隆北极狼的供体
细胞就来自于哈尔滨极地公园
的野生北极母狼“玛雅”和野生
北极公狼“哈尔”的皮肤样本，然
后通过提取发情期的母犬卵母
细胞，再从这个卵母细胞中吸出
其中含有遗传物质的细胞核。
然后，将供体细胞注射到去核卵
母细胞的卵周隙，使体细胞核与
去核的卵母细胞重新构建成新
的胚胎。最后，将成功获得的重
构胚胎移植到代孕比格犬的子
宫或输卵管中。

今年 6 月 10 日，克隆北极
狼“小玛雅”在北京顺利出生，
经科技查新，这只克隆北极狼
为世界首例（科技查新报告编
号 ：202201c1408016）。 9 月
22日，第二例克隆北极狼“小哈
尔”也在江苏出生，目前，这只
小北极狼正在保育员的呵护下
健康成长。

据了解，北极狼是起源于
30 万年前的冰河时期幸存者，
其主要的威胁是偷猎者，每年至
少有200只北极狼被杀。目前，
作为世界濒危级动物之一，北极
狼已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2012年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我国成功克隆世界首例北极狼

““小玛雅小玛雅””与与““代孕妈妈代孕妈妈””比格犬一起玩耍比格犬一起玩耍。。
北京希诺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供图北京希诺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