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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白
沙县分公司遗失法人（王礼振）私
章一枚，声明作废。

公告
海口名美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本委已经受理申请人陈秋变与你

学校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

〔2019〕第714号），并定于2020年

4月9日上午9时开庭审理。因无

法送达你学校，限你学校在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口市西沙

路 4 号 ，联 系 电 话:0898-

66775828）领取应诉通知书、开庭

通知书、劳动仲裁申请书等，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按时出庭，本委将

依法缺席裁决。特此公告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2月14日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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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我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0200MA5RDJ2T

3A）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将注

册资本人民币叁仟万元减少至人

民币壹佰万元，请债权人于见报

之日起 45天内向公司提出债权

债务或要求提供相应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三亚鸿洲埃德瑞养生服务有限公

司 2020年2月8日

关于邀请参与海口江东新区迈雅河综合治理（一期）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服务的公告
我司现需向社会公开、择优选定海口江东新区迈雅河综合治理

（一期）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服务单位，请自公告发布之日

起两个工作日内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其他相关

材料到我司项目部报名了解详情，以便我司开展筛选工作，确定拟

采购对象。截止2020年2月17日下午5点30分，停止报名，逾期不受。

联系地址：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266号海口国家高新区创

业孵化中心2单元7楼海口美丽村庄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伍工 16689559908（来前致电）

公 告
尊敬的各位业主：

蓝海瑞园（一期）系我司开发的商住项目，自2018年2月竣工建
成以来，项目先后已完成电梯安装、管道燃气、有线电视、节能、防
雷、国安、节水、消防、人防、环保、工程质量竣工验收、绿化工程预验
收等相关验收工作，但因项目用地内南侧遗留一栋市公安局民警宿
舍旧楼未能及时拆除，导致地上局部配套设施和地下室局部区域不
能按规划批建方案建设完成，造成项目竣工至今均无法向相关主管
部门申请办理工程竣工规划核实，对项目房屋权属证书的办理工作
产生了重大影响。自取得项目用地以来，我司秉承着维护广大业主
合法权益的原则，针对以上宿舍旧楼无法拆除的问题，积极与市、区
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沟通协调解决，甚至对拒绝搬迁的住户依法
采取了司法诉讼手段，但尽管如此，宿舍旧楼的拆除工作仍因个别
住户拒绝配合搬迁而至今无法全部完成。为早日完成宿舍旧楼的
拆除工作，我司承诺将继续推进宿舍旧楼的拆除工作，待拆除工作
完成且项目通过规划验收后，我司将第一时间向主管部门申请办理
房屋权属证书，对此给大家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与配合。

特此公告！ 海南蓝海嘉兴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2月11日

尊敬的各企业:
为做好保民生稳发展大局，市委市政府和市人社局、市就业局

拟开展“2020年万宁市“春风行动”暨“百企千岗走进千家万户”大型
线上招聘会”，旨在通过网络渠道和线上互动，积极推进2020年春
季招聘和稳岗再就业工作，积极宣传特殊形势下就业政策和帮扶政
策；通过搭建网上供需对接平台，将岗位和政策送进千家万户，做好
关键时期不出门即可完成寻找工作，满足企业和各类用人单位用人
需求，帮助我市重点项目和重点企业解决用工问题，促进我市各类
群体实现就业。此次活动具体事项内容如下：

一、时间及主题
活动时间:2020年2月15日-3月31日
活动主题:2020年“春风行动”暨“百企千岗走进千家万户”大型

线上招聘会
二、活动组织
主办单位：万宁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
承办单位：万宁市就业局
海南南海网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海南南海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南国都市报
媒体支持：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南海网

三、活动对象
参加活动对象:
（一）有劳动能力和转移就业意愿的建档立卡农村贫困劳动力；

（二）有转移就业意愿、创业愿望的农村劳动者；（三）有用工需求的
企业和各类单位；（四）其他有就业创业意愿的劳动者。

四、参展须知
1、本次招聘会为公益性，不收取任何费用;
2、请各企业于2020年2月14日 至3月27日上午12：00前将

报名资料（下方）发至邮箱1316214708@qq.com，文件命名及邮件
主题均为“企业全称+线上招聘会时间”，如不按照规定格式要求发
送，可视为报名不成功；

3、报名参加的企业可享受自贸港人才网季度会员服务，免费发
布招聘信息。

（http://www.zmgrcw.com/）
五、报名所需提供的材料
1、提交公司营业执照副本的复印件或扫描件
2、提供WORD文档的招聘简章（限500字以内.详见附件）
六、联系方式：18389869551（微信同号）

2020年万宁市“春风行动”暨“百企千岗走进千家万户”大型线上招聘会公告

海南省屯昌县人民检察院公告送达
郭志兰诈骗案被害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审查起诉阶段）
犯罪嫌疑人郭志兰涉嫌诈骗罪一案，已由屯昌县公安局于

2020年2月12日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2017年底开始，犯罪嫌疑人郭志兰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

方法，以能够帮助他人办理社保退休为由，共收取多名被害人缴
纳的办理社保退休的定金，但至今未成功为他人办理社保退休，
也未退还被害人缴纳的定金。

由于本案被害人众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
有关规定，经本院联系，仍有部分被害人无法送达，现采取公告送
达方式告知本案被害人在审查起诉阶段享有的权利义务（内容详
见屯昌县人民检察院官方微信（https://mp.weixin.qq.com/s/
flQH0RqWfRqUPMUle6WK9Q）、微博（https://weibo.com/
u/7312572523/home?wvr=5&sudaref=login.sina.com.cn）发
布的相关信息及附件《海南省屯昌县人民检察院被害人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

联系人：王检察官
联系电话：0898-67825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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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13日晚应约同马来西亚总
理马哈蒂尔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总理先生是中国人
民的老朋友，在当前中国人民奋力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总理先
生提出同我通电话，体现了马方对中
方的情谊和支持。疫情难免暂时影
响中马正常人员往来，但动摇不了两
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中马双方要在
携手应对疫情挑战的同时，持续深化
两国关系特别是共建“一带一路”合

作，创造更多合作成果，造福两国和
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疫情发生以来，中
国政府高度重视，举全国之力，团结
一心，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
防控举措，取得积极成效，病亡率保持
在较低水平，治疗方法不断突破，治愈
率持续提升。中国政府将带领中国人
民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
准施策，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我们也一定能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
保持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努力实现今

年发展目标任务，同时继续朝我们的
长远目标坚定迈进。

习近平指出，中方针对疫情采
取强有力措施，不仅是在对本国人
民健康负责，也是在为世界公共卫
生事业作贡献，得到了世界卫生组
织和世界各国充分肯定。我们将继
续本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国
际社会加强合作，共同战胜疫情。
中方赞赏国际社会给予我们的宝贵
理解和支持，尤其是马来西亚等周
边友好国家，从政府到民间都积极

行动，为中方雪中送炭。这是地区
国家守望相助的生动体现。我们将
继续本着公开、透明的态度，同包括
马来西亚在内的东盟国家加强防控
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公共卫生安
全。我们也将继续像对待本国公民
一样，照顾好马来西亚和其他外国
在华人员。

马哈蒂尔代表马来西亚政府对中
国政府和人民遭遇新冠肺炎疫情表示
慰问。马哈蒂尔表示，马方赞赏中方
为应对疫情作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

积极进展，认为这是中方作为负责任
大国为维护世界公共安全作出的贡
献。作为中国的真诚朋友，马方已经
向中方提供了一批医疗物资，并愿继
续为中方提供帮助。东盟国家愿同中
方就疫情防控开展合作。马方相信，
在习近平主席指挥领导下，中国人民
一定能够战胜疫情，中国发展一定能
够恢复正常。马方高度赞赏中方长期
以来为促进马来西亚发展所作贡献，
愿深化同中方务实合作，推进两国友
好关系。

习近平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2月1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李克强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
沪宁出席。

会议指出，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
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精神，按照中央
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部署，突出重
点、统筹兼顾，分类指导、分区施策，坚
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

阻击战，努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
目标任务。

会议指出，要继续把湖北省特别是
武汉市作为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武
汉市要多渠道尽快增加隔离床位供给，
对“四类人员”加速分类集中收治或隔
离，确保救治设备和防护用品向重症病
例治疗集中，保证应收尽收、应治尽治；
孝感、黄冈等病例多的地区要立即采取
和武汉市同等的排查、隔离、医疗救治
等措施；湖北省其他地市要加强防控和
提高收治能力等工作。全力保障湖北
省和武汉市新增医务人员需求，借助19

个省份对口支援机制适当补充湖北省
其他地市医务人员。湖北省和武汉市
要进一步强化离汉离鄂通道管控，压实
内防扩散、外防输出属地责任。

会议指出，通过错峰等措施有效控
制人流，今年不会出现往年那样的返程
高峰。各地要按照联防联控、群防群控
要求，把防控力量向社区下沉，运用“大
数据+网格化”等做好对密切接触者、有
风险人员查找监测，切实做好防控工
作。由各省份负责，对本省份各市特别
是县根据疫情情况进行合理分类，制定
差异化精准防控策略，视疫情形势有序

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不搞“一刀
切”，及时纠正偏颇和极端做法。

会议指出，有效的药物和救治是
战胜疫情的关键环节。要全力开展医
疗救治。建立全国诊治协作网络和病
例库，组织专家及时分析总结目前近
6000例治愈病例，进一步完善诊疗方
案。对重症和危重症患者进一步采取
呼吸支持、循环支持等治疗方式，并努
力防止并发症，加快探索推广有助于
阻断轻症转为重症的药物和治疗手
段。强化中西医结合，促进中医药深
度介入诊疗全过程，及时推广有效方

药和中成药。加快药物临床试验，有
效的要抓紧向救治一线投放，提高治
愈率、降低病亡率。

会议指出，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要继续协调做好疫情防控物力人力保
障，指导各地分级分区防控，帮助解决
突出问题，及时发布权威信息。要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勇于担责，切实把疫情防控各项
工作抓实抓细抓落地，统筹做好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丁薛祥、黄坤明、蔡
奇、肖捷、赵克志参加会议。

李克强主持召开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部署进一步分级分类有效防控
要求优化诊疗加快药物攻关科学防治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记者
陈聪 马卓言）记者从13日举行的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了解
到，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加大政策协调和物资调配
力度，优先保障重点地区需要。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
司长曹学军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工业
和信息化部充分发挥联防联控机制医
疗物资保障组组长单位的作用，积极
推动重点生产企业复工复产、增能扩
产，抓好重点疫情防控物资的统一调
拨，全力满足湖北特别是武汉的疫情
防控需求。根据统计，截至 2月 12

日，国内生产企业累计向湖北运抵医
用防护服72.67万件，医用隔离面罩
和隔离眼罩35.84万件，负压救护车
156辆，呼吸机2286台，心电监护仪
6929台，全自动红外测温仪761台。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一级
巡视员夏农说，国家发改委从迅速组
织企业恢复生产、大力推动企业扩能
改造、保障全产业链协调运行等方面
采取措施扩大口罩生产。截止到2月
11 日，全国口罩产能利用率已达
94%；特别是一线防控急需的医用
N95口罩，产能利用率已达到128%。

在医疗资源调配方面，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燕红
说，国家卫健委坚决把医疗资源集中到

“抗疫”一线，从全国29个省份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调集2万多名医护人员组成
180多个医疗队支持湖北和武汉。针对
湖北和武汉重症病例多的问题，增派的
医疗力量当中有7000多名重症专业的
医护人员，以加大重症救治力度。

郭燕红说，从2月7日开始，全国
每天治愈出院的患者达到500人以
上，目前累计治愈出院病例近6000
例。治愈出院的病人越来越多，是一
个非常积极的信号，说明新冠肺炎防
治工作显现了一定的成效。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加大医疗物资和医疗资源调配
保障重点地区需要

经过火神山医院医护人员的精心诊治，首批7名符合出院标准的新冠肺炎
确诊患者13日下午出院。图为治愈患者与医疗队队员挥手道别。 新华社发

火神山医院首批7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出院

湖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日前，中共中央决

定：
应勇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蒋超

良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湖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何大幅增加？

临床诊断病例纳入确诊病例
新华社武汉2月13日电（记者梁建强 黎昌

政）湖北省卫健委13日通报，2月12日0时-24
时，湖北省新增新冠肺炎病例14840例（含临床诊
断病例13332例），这一数字引起人们的关注。

专家认为，湖北公布的12日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大幅增加，是因为将临床诊断病例13332例纳
入确诊病例公布。

通报说，随着对新冠肺炎认识的深入和诊疗
经验的积累，针对湖北省疫情特点，国家卫生健康
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印发的《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在
湖北省的病例诊断分类中增加了“临床诊断”，以
便患者能及早按照确诊病例接受规范治疗。

根据第五版诊疗方案，对湖北地区疑似病例
具有肺炎影像学特征者，纳入临床诊断病例。据
专家解读，对湖北地区一时病毒核酸检测仍呈现
阴性或未能进行核酸检测，但影像学特征符合新
冠肺炎标准的患者纳入临床诊断病例。这有利于
对此类尚未确诊的患者精准施策，既有利于患者
治疗，也利于疫情总体防控。

通报说，根据第五版诊疗方案，近期湖北省对
既往疑似病例开展了排查，并对诊断结果进行订
正，对新就诊患者按新诊断分类诊断。为与全国其
他省份对外发布的病例诊断分类一致，13日起，湖
北省将临床诊断病例数纳入确诊病例数公布。

钟南山、李兰娟院士团队
从新冠肺炎患者粪便中分离出病毒

据新华社武汉2月13日电（记者胡喆 肖
思思）记者2月13日从科技部获悉，钟南山、李
兰娟院士团队近日分别从新冠肺炎患者的粪便
样本中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这一发现证实了
排出的粪便中的确存在活病毒，对于准确认识疾
病的致病传播机理，帮助全社会有针对性地做好
防控，切断疫情传播途径具有重要意义。专家表
示，是否存在粪口传播目前还需进一步研究，不
要过度紧张或恐慌，一定要勤洗手、勤消毒，食物
煮熟再吃，注意个人和家庭卫生，注意下水道的
通畅及必要的消毒。

钟南山院士团队专家、呼吸疾病国家重点
实验室副主任赵金存教授表示，这个发现证实了
排出的粪便的确存在活病毒，尽管目前还没有充
分的证据说明存在粪口传播，但结合香港青衣长
康邨康美楼最近发生同一建筑发生2名新冠病毒
患者，可能与该楼的下水道的污染相关。

“提醒大家要更加重视个人和家庭的清洁，如
便后洗手，注意下水道的通畅，以避免有可能出现
的粪便病毒的传播。患者粪便中病毒的分离为我
国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策略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信
息，对公共卫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赵金存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