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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典 当

遗 失

▲陈妍玉于2020年1月24 日在
坡博市场不慎遗失第 二代身份证
（ 身 份 号 码 ：
460001197810131023；有效期限
2005.04.06- 2025.04.06），特此
声明。

公 告

海南天合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0200204期）

受委托，我司定于2020年2月4日
10：00在华海路拍卖厅公开拍卖：
三亚市天涯区友谊路擎天半岛A
B 座商业 17 号房产，建筑面积
2223.29m2，证号为：琼（2017）三
亚市不动产权第0008875号。竞
买保证金：100万元。展示时间：
见报之日起至 2020 年 2 月 2 日
12：00止，有意者请于2020年2月
4日12：00前来我司了解详情并办
理竞买手续（以保证金到账为
准）。地址：海口市华海路15号海
口 经 贸 大 楼 9 层 电 话 ：
0898-66721736 13976600507

广告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综合
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3日在春节团拜会发表讲话。我驻
外人员、华侨华人、留学生纷纷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树信心、鼓干
劲，他们愿与祖（籍）国一起努力奋
斗、共同前进，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
贡献更多力量。

越南中国商会副秘书长、中国葛
洲坝集团越南代表处首席代表朱立
说，新的一年，他和同事们将在讲话
精神的激励下，团结一心不断奋斗。

哈萨克斯坦西里水泥厂总经理
黎锦清表示，讲话让人感到无比温暖

与骄傲。新的一年，海外工作者将在
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打造更多精
品项目，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打造中国
的金质名片。

中国第18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
指挥长高朝宁表示，讲话既温暖人心
又催人奋进。新的一年，维和官兵将
不畏艰险、一往无前，继续为维护南
黎地区和平稳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而不懈奋斗。

中国第6批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
教导员熊军说，奋斗的青春最美丽。
新的一年，维和人员将高标准完成好
祖国和人民交给的任务，为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印度中国企业商会会长、中国电
信印度公司总经理王永林说，讲话给
人以强烈的使命感。在印中企员工
将继续脚踏实地、团结奋斗。

中国援巴布亚新几内亚第十批
医疗队队长兼支部书记于圣杰表示，
新的一年，医疗队队员将用援外医疗
工作成果播种国际友谊之花，用实际
行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大洋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联盟
秘书长田飞说，讲话让海外侨胞深刻
感受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奋进新
时代、书写中华文明新的辉煌篇章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更加坚定了海内外
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方向和信念。
全日本华侨华人联合会会长贺

乃和表示，讲话令人振奋。新的一
年，在日华侨华人将再接再厉，为增
进中日民间交流作出更大贡献。

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常务副会长
李昌洪说，讲话让人再一次感到祖国
的强大和奋斗的意义。新的一年将
是继续奋斗的一年。

加拿大中国（友好）和平统一促
进会会长王典奇表示，讲话为人们树
信心、鼓干劲。新的一年，华侨华人
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特点，继续着
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副主席丁

大伟表示，海外华侨华人始终与祖国
同呼吸、共命运，新的一年将继续坚
定信心，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而努力。

意大利上海联谊总会会长曹传
豪说，讲话令人倍感振奋。作为一名
在意华人，今后将继续致力于向当地
人讲好中国故事，为“一带一路”建设
和中华文化传播贡献一份力量。

印度尼西亚总统大学三年级学
生牟桓琛说，她为中国在过去一年取
得的发展成果感到非常自豪，新的一
年将努力学习，通过实际行动弘扬留
学报国光荣传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贡献力量。

共同努力 奋进新时代
——我驻外人员、华侨华人、留学生热议习近平总书记在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
兰20日、23日、24日连续召开国务
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会议，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
真落实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要求和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分析研判疫情
形势，部署落实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孙春兰强调，党中央、国务院高度

重视疫情防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就疫情防控和患者救治等作出重要
指示，李克强总理多次提出明确要
求，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对人民健康高度负责的责
任担当和为民情怀。我们要切实抓好
贯彻落实，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

孙春兰指出，疫情发生以来，各
有关部门和地方在疫情防控、患者救
治、科研攻关、物资保障等方面采取

了一系列措施。当前疫情传播还没
有阻断，呈扩散态势。各地各有关部
门要增强责任感紧迫感，采取更加严
格、更有针对性的举措。

孙春兰强调，要全力遏制疫情蔓
延，湖北省、武汉市要严格落实属地
责任和首诊负责制，内防扩散、外防
输出，其他地区也要切实做好疫情防
输入、防输出、防扩散工作。要整合
优势资源全力加强救治工作，集中定

点医院、优秀专家，中西医结合，尽最
大努力减少重症和死亡病例。医务
人员力量要统筹安排和科学调配，做
好轮班值守，形成合理梯队，强化激
励保障。加紧开展有效药物和病毒
溯源等科研攻关，动态优化诊疗方
案并及时公布共享。全力做好药
品、消毒物品、防护用品、救治器械
等防控物资供应保障，全部实行绿
色通道，确保满足防控需要。坚持

公开透明，严格疫情报告制度，及时
发布疫情信息和防控工作进展，普
及防控知识。各地要建立高效指挥
协调体系，联防联控机制各相关单
位要加强指导和支持，确保防控工
作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孙春兰特别指出，今天是大年除
夕，要向战斗在救治防护工作第一线
的广大医务工作者和各位同志致以
衷心的感谢和亲切的问候！

孙春兰主持召开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会议时强调

切实落实责任 严格防控措施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

广告

新型肺炎疫情防控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记
者屈婷 田晓航）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 24 日发布疫情最新数
据：1 月 23 日 0-24 时，27 个省
（区、市）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59
例，新增死亡患者8例。新增治
愈出院 6 例。19 个省（区、市）
报告新增疑似病例 680 例。全
国共有 29 个省（区、市）报告疫
情，新增内蒙古、陕西、甘肃、新
疆4个省（区）。

截至1月23日24时，国家卫
生健康委收到29个省（区、市）累
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确诊病例 830 例，其中重症 177

例，死亡25例，其中湖北省24例、
河北省1例。已治愈出院34例。
20个省（区、市）累计报告疑似病
例1072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
诊病例5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
2例，澳门特别行政区2例，台湾地
区1例。

累计收到国外通报确诊病例
9例，其中泰国3例（2例已治愈），
日本1例（已治愈），韩国1例，美
国1例，越南2例，新加坡1例。

目前追踪到密切接触者9507
人，已解除医学观察1087人，尚有
8420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国家卫健委通报,截至23日24时

共确诊830例感染病例
已治愈出院34例

新华社武汉1月24日电（记
者徐海波 冯国栋）武汉市参照
2003年抗击非典期间北京小汤山
医院模式，正在蔡甸区建设的专门
医院正式命名为火神山医院。新
医院计划于2月3日建成，集中收
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

火神山医院建筑面积2.5万平
方米，可容纳1000张床位，由中建
三局牵头，武汉建工、武汉市政、汉
阳市政等3家企业共同参与建设。

自23日22时起，上百台挖掘
机、推土机等施工机械从全市各处
赶来，通宵进行场平、回填等施工。

经过一天一夜施工，截至24
日20时，火神山医院项目进场挖
机95台、推土机33台、压路机5
台、自卸车160台，160名管理人
员和240名工人集结完毕，累计平
整全部场地5万平方米，相当于7
个足球场大小，内转土方15万立

方米，足以填满57个游泳池，一座
小土山已被铲平，碎石回填将于除
夕夜完成。

据中建三局项目负责人介绍，
25日也即大年初一，将开始主体
施工。整个施工期间，项目部将按
照两班倒的方式日夜不停施工，高
峰期将有1500名建设者和280台
套施工机械设备同时作战。目前，
各单位已调集2000名人员组成的
后备队伍，可根据现场需要随时投
入战斗。

记者另外从国网武汉供电公
司获悉，24日，医院整体供电设计
图已初步明确，预计将在3天内完
成电力基础施工。电力施工将与
建筑施工同步展开。电力部门计
划为医院装设20台630千伏安箱
变、4台500千伏安箱变以及4套
环网箱等电力设备，铺设电力、电
缆全长25公里。

武汉版“小汤山”新医院火神山医院
计划于2月3日建成

据新华社武汉1月24日电（记
者梁建强 黎昌政）湖北省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24
日发布通报，湖北省正式启动重大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

据悉，这是针对湖北省当前疫情
防控形势，根据《湖北省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预案》，湖北省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所
作出的决定。

据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根据
近期上海、天津、重庆、安徽四省市突
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情况，四省市24日决定启动重大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
上海市政府24日工作会议提出，

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机制。要严格落实国家关于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乙类传染病、采取甲
类管理”的要求，实行最严格的科学防
控措施，进一步落实对重点地区来沪
人员实行居家或集中隔离观察14天，
全面实行各类进入上海市交通道口卫
生检疫，取消各类大型公共活动，细化
落实各项联防联控措施。

根据《天津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应急预案》，结合天津市当
前疫情的防控形势，天津市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发

布指挥部令，决定自2020年1月24
日零时起，启动《天津市应对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应急预案》一级响应。

重庆市政府24日发布消息，根
据《重庆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项应
急预案》，重庆市决定启动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1月23日
0时至24时，重庆市报告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新增确诊病例18例，
其中新增重症3例、新增危重1例。

据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为有
效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四川、山东、福建、贵州、广西24
日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应急
响应。

湖北等省区市
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

1月24日，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隔离病房，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左）与病情好转的
黄淑丽互致新春快乐。 新华社记者 熊琦 摄

纽约焰火庆祝中国年

1月23日，焰火在美国纽约哈得孙
河上空绽放。

当日，美国纽约燃放新春主题焰
火，庆祝即将到来的中国农历新年。

新华社记者 王迎 摄

东京塔亮起“中国红”

这是1月24日在日本东京拍摄的
亮起“中国红”的东京塔。

当日，日本东京地标建筑东京塔为
庆祝中国农历新年，亮起特别的“中国
红”。在东京塔下，同时举办大锅煮水
饺、舞狮表演和赏花灯等活动。

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