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省新闻 2020年2月5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陈彬 主编：刘笑非 美编：陈海冰A06

广告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屯昌县支行与海南瑞今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屯昌县支行（下称“转让方”）就公告清单中所列债权，与海南瑞今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下称“受让方”）达成债权转让安排，转让方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及其
法院生效裁定所对应的权利，依法转让给受让方。转让方与受让方现通知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应依法向受让方
履行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款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等情形，由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借款人名称

海南中德双顺食
品有限公司

海南中德双顺食
品有限公司

海南中德双顺食
品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46002601-2014年
（屯昌）字0003号

46002601-2014年
（屯昌）字0002号

46002601-2013年
（屯昌）字0016号

本金余额

1100000元

2300000元

4600000元

担保人情况
海南中德双顺食品有限公司名下屯国用（2008）第07-00008号土地使用权
许颜清、王应诗名下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059722号房屋所有权
黄叶艳、黄雄、叶绵英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海南中德双顺食品有限公司名下屯国用（2008）第07-00008号土地使用权
海南中德双顺食品有限公司名下屯房权证屯字第08856—08867、08869号房屋所有权
黄叶艳、黄雄、叶绵英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海南中德双顺食品有限公司名下屯国用（2008）第07-00008号土地使用权
黄叶艳、黄雄、叶绵英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屯昌县支行 海南瑞今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20年2月3日

遗失声明
海口迅海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财务章；法人章；营业执照
正 、 副 本 ， 注 册 号 ：
460100011489224；声明作废。
▲陈庆晶不慎遗失人民警察证，证
号:012418，特此声明。

公 告遗 失

典 当 催促员工上班通知书
员工王家权、王家贵、王崇进、潘家

明、蔡程、王业万自2020年01月

01日起未到海南富达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服务的福隆广场二期（海口

市丘海一横路15号）保安岗位（工

资待遇不变）报到上班。请您自登

报之日起即刻上班！否则将按公

司规定处理：连续旷工三天（含）以

上的，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关系。

海南富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2月3日

注销公告
屯昌县屯城镇尚书源幼儿园(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52469022MJP334048E)拟向办证
机关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自登报
之日起45日内到本园办理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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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海口2月4日讯（记者陈蔚
林 通讯员黄琼雄）为推动社会文明大
行动全面覆盖延伸、深入发展，省文明
委日前组织第三方测评机构，对全省
18个市县（不含三沙市）和洋浦经济开
发区的乡镇（村）2019年下半年开展社
会文明大行动工作进行了暗访测评。
根据测评结果，平均得分最高的是琼
中75.61分、最低的是屯昌51.34分。

据了解，此次测评对象为全省203
个乡镇及其所辖的406个村（上半年
测评过的村不纳入本次测评）。乡镇
测评以乡镇主干道、主要商业大街、背
街小巷、农贸市场、乡镇政府、乡镇综
合文化服务站、居住区7类点位为重
点；测评村庄以村委会入口、环村路、
周边村容村貌和农户3类点位为重点。

全省乡镇（村）社会文明大行动平
均得分为62.63分，比上半年提高了

2.64 分。平均得分最高的是琼中
75.61分、最低的是屯昌51.34分。平
均得分70分以上的有琼中、琼海、三
亚、海口、文昌等5个市县；平均得分
在60分至70分有昌江、乐东、五指山
等3个市县，平均得分在60分以下有
儋州、澄迈、万宁、保亭、东方、陵水、白
沙、临高、定安、屯昌等10个市县。从
得分上看，各市县都有所进步，提升幅
度最大的是乐东、屯昌、琼中。

从测评结果来看，各市县、各部门
针对上半年测评发现的问题，坚持问
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把乡镇
（村）社会文明大行动与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建设、文明生态村建设、打赢脱
贫攻坚战、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村

“五网”基础设施建设、“美丽海南百镇
千村”建设、“厕所革命”等工作紧密结
合、统筹推进，积极推动社会文明大行

动深入开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但是，各市县、各部门还存在着以

下几个方面问题：一是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还不到位；二
是农贸市场、背街小巷等综合整治工作
还不到位；三是商业大街、主干道设施
建设不完善管理不到位；四是农村创建
力度仍需要加大，环村路以及农户庭院
环境卫生问题还要进一步解决。

省文明委要求，各市县、各部门
要加强领导，落实乡镇（村）社会文明
大行动的主体责任；要深入发动，形

成乡镇（村）社会文明大行动的动员机
制；要大力整改，彻底解决乡村环境脏
乱差问题；要广泛宣传，定时、定期、定

任务地深入宣传乡镇（村）社会文明大
行动的意义、目的、做法和要求，营造
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省文明委测评全省乡镇（村）2019年下半年社会文明大行动开展情况

平均得分琼中最高屯昌最低

2019年下半年18个市县乡镇（村）
社会文明大行动测评得分情况

码上读

黄运明同志逝世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离休干部黄运

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2月1
日在海口逝世，享年99岁。

黄运明，男，海南琼山人，1939年2
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2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主要历任琼崖独立纵队摇机员、
译电员，琼崖纵队司令部电台、海南区
党委电台、海南军区司令部电台报务
员、台长、队长，海南军区司令部参谋，
华南军区二十六团侦通股股长，国营东
山农场、三门坡农场党委书记，琼山县
委副书记，海南区党委农场部副部长，
海南区水产局局长，海南区农林水办公
室副主任，海南区党委农村部副部长等
职务。1985年6月离休（地专级），享受
按副省长级标准报销医疗费待遇。

中共海南省委老干部局
2020年2月4日

孩子咳嗽发烧是否要立即就医？

疫情期间，孕产妇能不能去医院进
行体检？如果去医院做产检，应该注意
些什么？

关红琼建议，孕妇一定要听从医生
的建议进行产检。疫情期间，如果孕妇
在孕早期、孕中期没有特殊情况，产检
可以适当推迟。对于已经预约了NT、
超声排畸，建议按预约时间产检；还有

与孕周相关的检查，比如唐筛、糖耐，最
好也不要错过。

怀孕28周以上妊娠晚期的孕妇，
具有高危因素，如一些孕妇有妊娠合并
症，需要严格按规律产检。孕妇出现阴
道出血、阴道流水、腹痛等不适症状，应
随时就诊。

关红琼称，孕产妇是病毒感染的高

危人群，很多孕妈妈开始担心是否会因
为正常产检而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
事实上，为了保证孕产妇的安全，目前
各级医院都制定了一系列防控措施。

孕妇自身的防控也非常重要，必须
到医院进行产检的孕妇，交通工具尽量
选择自驾车，到医院时一定要戴口罩。
如果孕妇有发热的情况，尤其是伴有咳

嗽、乏力、呼吸困难、胸闷等临床表现，
14天内有疫区或者确诊病例接触史，
建议先到离家最近的省卫生健康委指
定的发热门诊就诊。

希望孕妇到医院时一定要配合医生
进行体温筛查，接受流行病学问诊，听从
医生的建议。同时，希望孕妇在没有洗
手的前提下不要去触摸口、眼、鼻等。

孕产妇近期能否去医院进行产检？

如果孩子出现咳嗽发烧，是不是就一
定要立即去医院？如何区分流行性感冒、
普通感冒、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林道炯称，如果孩子出现发热、咳嗽，
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决定。如果只是低
热、流涕、少许咳嗽，精神状态好，无新型
冠状病毒暴露史或接触史，应为普通感
冒，可在家观察，多喝水，多休息，家长不

必紧张。但如果出现高热、咳嗽、呼吸困
难，精神状态不好等，尤其是有新型冠状
病毒暴露史或接触史者，应及时到医院
发热门诊就诊。建议佩戴好口罩，就近
到正规的有定点发热门诊的医院就诊。

此外，流行性感冒、普通感冒和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这三种疾病的
症状不一样。

感冒症状通常是鼻塞、流涕、打喷
嚏，可能会出现低烧，但是一般3至5
天可以治愈。另外，感冒很少有肌肉酸
疼、浑身乏力这样的症状。但流感有非
常明显的发烧症状，而且常常是高热，
热程比较长，同时伴有全身症状，例如
肌肉疼痛、乏力、头疼等。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目前

已确诊的病例主要症状有发热、咳嗽、
乏力、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与普通
感冒最大的区别为：腹泻、呼吸逐渐变
得困难，如呼吸过快或过慢，呼吸过深
或过浅，婴幼儿或新生儿则表现为张
口呼吸、喘息、呻吟、鼻孔一张一合、点
头呼吸，甚至口唇、面色发紫，出现上
述症状，应立即就诊。

注：儋州得分=30%×洋浦经济开发区得分+70%×儋州得分

10 澄迈 59.26 55.90 6.01%
11 万宁 58.31 57.35 1.67%
12 保亭 58.11 57.11 1.75%
13 东方 56.32 54.54 3.26%
14 陵水 56.16 53.58 4.82%
15 白沙 54.44 53.47 1.81%
16 临高 53.97 52.40 3.00%
17 定安 53.57 52.24 2.55%
18 屯昌 51.34 47.15 8.89%

1 琼中 75.61 70.91 6.63%
2 琼海 74.76 70.98 5.33%
3 三亚 73.11 69.22 5.62%
4 海口 72.17 68.37 5.56%
5 文昌 70.49 68.11 3.49%
6 昌江 68.58 65.97 3.96%
7 乐东 66.03 60.08 9.90%
8 五指山 65.79 64.68 1.72%
9 儋州 59.35 57.77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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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市县名称 下半年平均得分 上半年平均得分 提升幅度 排序 市县名称 下半年平均得分 上半年平均得分 提升幅度

本报海口2
月4日讯（记者
马珂）2月4日，

“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第四
场新闻发布会在
海口举行。发布
会邀请海南省妇
女儿童医学中心
感染科主任林道
炯介绍儿童疫情
防控有关知识并
回答记者提问。

确诊的孕产妇能否接受专门的治
疗？如果确诊，是否可以继续妊娠，会
不会母婴传播？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进行治疗对胎儿是否会有影响？

关红琼解释称，按照疫情防控工作
方案的相关要求，对于疑似和确诊的孕

产妇，我们会指定一些具备产科、新生
儿科综合救治能力较强的定点医疗机
构进行集中救治，保障母婴安全。

确诊孕妇能不能继续妊娠，医生会
综合病人的具体情况，包括孕周、疾病
严重程度，给予孕妇合理的建议。

母婴传播的问题，目前还没有足够
的数据来确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孕妇
是否存在母胎垂直传播。同时也未发
现新生儿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但
也不能排除存在母胎垂直传播的可能。

胎儿处于发育阶段，各器官发育未完

善，特别是孕早期、抗病毒药物治疗有阻
碍胎儿生长发育的风险，但是医生会权衡
利弊后选择用药。同时大家要注意，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者常伴发热。既往资料显
示，孕早期发热可以导致胎儿器官的结构
畸形，还可导致流产等。

部分孕产妇产检可以适当推迟

不排除存在母胎垂直传播的可能

林道炯表示，疫情期间儿童应尽量
减少外出，如果要外出，应佩戴口罩，外
出时尽量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和其他
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至少在1米以上。
带小宝宝外出时可以带一些消毒液，及
时进行手部消毒，回家以后及时更换衣
物，勤洗手。

另外，儿童佩戴口罩和摘取口罩的
方法和成人是一致的。但是儿童的脸
型相对较小，尤其是低龄儿童，家长一

定要买适合孩子的儿童专用口罩佩戴，
千万不要让小孩佩戴大人的口罩，因为
这样起不到好的防护作用。孩子可能
觉得戴口罩呼吸不畅，也会对戴口罩有
恐惧心理。家长不仅要以身作则，戴好
口罩，也要有耐心，通过讲故事、给玩具
戴口罩等方式，说服孩子戴口罩，减少
孩子对戴口罩的抗拒心理。

值得注意的是，1岁以下的宝宝不
适合戴口罩，太小的婴儿戴口罩容易造

成呼吸困难甚至窒息，不利于观察孩子
的情况。这一类孩子主要以被动防护
为主。看护人要戴好口罩，不要对着孩
子打喷嚏、呼气、咳嗽。

家长不跟孩子共用餐具。给孩子
喂食的时候不要用嘴吹食物，另外也不
要用嘴尝食物再喂给孩子，或用嘴咀嚼
以后再喂给孩子。孩子可能接触的物
品、玩具和餐具要定期消毒。

目前我省已经暂停常规预防接种疫

苗服务两周，儿童的部分疫苗无法按时
接种。

林道炯称，目前因防控疫情的特殊
情况，一些疫苗接种延迟，但只要及时
补种，不会影响最终的效果，也可达到
免疫保护的效果，但是得到疫苗保护的
时间可能相应会推迟，因此在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应尽早补种，早接种早预防。
此外，部分不能延迟接种的疫苗，如狂
犬疫苗等，一定要及时接种。

是否立即就医要看症状

儿童不宜戴大人口罩

本报海口2
月4日讯（记者
马珂）2月4日，

“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第四
场新闻发布会在
海口举行。发布
会邀请海南医学
院第二附属医院
产科主任关红琼
介绍孕产妇疫情
防控有关知识并
回答记者提问。

同楼邻居被感染？
电梯里做好防护很关键！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流行病学调查
的不断深入，各地市病例情况逐渐公布。2月2日
晚，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过真实案例，揭晓
公众如何在搭乘电梯时做好防护。

案例:上下楼邻居感染或因同乘电梯

一名男士最近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但他
并没有明显的外出接触史，也没去过农贸市场，他
很疑惑自己为什么会感染。随后的流调发现，他
与另一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是楼上楼下的邻
居，很可能因同乘电梯被感染。

疑问:同乘电梯的感染风险有多高？

解答：由于新型冠状病毒可通过接触传播，因
此电梯中病例出现打喷嚏或咳嗽，就可能污染电
梯按钮等处，健康的人如果触摸后未及时洗手就
接触眼睛或嘴巴，就存在感染的风险。

呼吁：做好六大防护措施

针对上述最新披露的案例，专家呼吁做好以
下六大防护，确保大家健康：

1勤洗手 饭前便后、戴口罩前脱口罩后、外出
回家、制备食物前后都一定要及时洗手。使用洗
手液或肥皂搓洗双手20秒，再用干净的清水洗净
双手。没有条件的可以使用免洗洗手液。

2家里注意开窗通风 居家每天要保持一定时
间的开窗通风，建议每天开窗通风3次，每次半小
时以上。

3外出时做好防护 尽量不串门、不聚集。如
果必须前往人多密集的地方、乘坐交通工具时都
要佩戴好口罩。减少接触交通工具的公共物品和
部位。

4注意咳嗽礼仪 如果没有佩戴口罩，咳嗽或
打喷嚏时要用纸巾或手肘捂住口鼻，使用过的纸
巾应丢弃在垃圾桶内并及时洗手。

5冲马桶前先盖盖子 有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患者出现腹痛和腹泻，检测发现病毒能够在粪便
中检出，不能排除会出现冲厕所导致粪便颗粒气
溶胶存在。

建议大家特别是患者和疑似患者以及密切接
触者，如厕后一定要先盖好马桶盖再冲水，减少室
内病毒气溶胶的产生，降低家人、陪护人员和其他
人被感染的风险。

6电梯消毒 小区物业应该在电梯按钮、广告
牌等经常会被人触摸的地方贴膜，并隔1-2小时
就要进行消毒、更换贴膜。

来源：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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