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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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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公告
程志方：因你拒不签收且违约不支
付相关费用已超过半年，根据你与
我单位2018年2月2日签订的《中
海花苑公寓1-2层合作经营协议
书》（合 同 编 号 ：HNHK2018-
0201）第八.3条约定，我司现通知
你自公告刊登之日起解除上述协
议。请你在本公告刊登后五日内
将场地清空恢复原状，交还我司，
并支付拖欠费用。如到期未能执
行，我司将自行采取措施清场，回
收场地，并依法追讨你拖欠的费用
及清场支出。特此通知。

海南亚太经合实业有限公司
二○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文昌市会文镇冠南村民委员会
福田村民小组遗失公章一枚，声明
作废。

减少注册资本公告
海南大唐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6872903
493）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
叁仟万元整减少至壹仟玖佰万元
整，原债权债务不变，请债权人自
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
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
此公告。
联系人：郑作风13876055595

海南大唐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2020年2月22日

遗 失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执1047号

关于本院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陈少雄与被执行人邝道秀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在审判阶段，申请执行人向海口市秀英区人
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秀英法院作出(2019)琼0105财保168
号民事裁定书，查封被执行人邝道秀名下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秀英
区金福路18号海秀花园一期4号楼(海月阁、海星阁)15层海星阁
15A房[证号:YG057156]的房产。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处置上述财产，如对上述财产权属有
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异
议，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财产。

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0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海南凤凰新华教材出版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度秋季教材纸张采购招标公告

一、招标人：海南凤凰新华教材出版有限公司
二、标的：2020年度秋季教材纸张采购（具体内容见招标文件）。
三、报名时间、地点：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0年 2 月

24-28日，每日工作时间，请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及相关资质
证照复印件、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到海南凤凰新华教材出版有
限公司（海口市龙华路16号太阳城大酒店副楼11楼）报名及领取
招标文件。联系人：陈海文，联系电话：13907587701。本招标公
告同时在网址：hnbookstore.com.cn予以公布。请报名企业登
陆网站进行查询、下载。

海南凤凰新华教材出版有限公司
2020年2月21日

国台办批民进党当局
反复炒作世卫组织涉台问题：

“以疫谋独”不可能得逞
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

莲21日应询表示，关于世界卫生组织涉台问题，我
们已多次清晰、全面、系统阐明原则立场。事实上，
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中国台湾地区的医疗卫
生专家以个人身份参与世卫组织技术性活动，台湾
地区获取世卫组织发布的公共卫生信息、包括此次
新冠肺炎疫情信息没有障碍。因此，民进党当局
之所以反复炒作世卫组织涉台问题，甚至攻击世
卫组织，提出违反国际组织有关规定的无理要求，
目的就是进行政治操弄。台立法机构一些人推动
所谓“声明”别有用心，“以疫谋独”不可能得逞。

有记者问：据报道，台立法机构21日通过所
谓“共同声明”，无视一个中国原则和国际组织有
关规定，提出让世界卫生组织（WHO）“以完整无
碍的制度化方式接纳台湾参与WHO的运作”的
无理要求。对此有何评论？朱凤莲作上述回应。

湖北回应近期新冠肺炎数据调整

对相关责任人
要查清事实、严肃问责

据新华社武汉2月21日电（记者王自宸 陆
华东）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
29场新闻发布会21日在武汉举行。湖北省卫健
委副主任涂远超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这些天湖
北省发布的新冠肺炎数据的调整，引起了社会高
度关注，对数据产生了一定的怀疑。对此，湖北省
委书记应勇同志高度重视，明确要求对已确诊的
病例不允许核减，已核减的必须全部加回，对相关
责任人要查清事实，严肃问责。

涂远超说，通过采取一系列最果断、最严厉的
措施，近期疫情形势总体出现积极变化，报告的病
例数确实下降。同时，从2月13日起，按照国家卫
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发布的
第五版诊疗方案，湖北省将临床诊断病例全部纳入
确诊病例进行统计公布和治疗。2月18日国家卫
生健康委办公厅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印发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相
对第五版的诊疗方案，湖北省原有的临床诊断病
例类目被取消。为对接此次诊疗方案调整，2月
19日，有的市州组织对前期报告的临床诊断病例
按照第六版诊疗方案进行了订正，核减了部分病
例。针对此，已于2月20日叫停了这一做法。

涂远超说，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严肃纪律、
严格管理，确保疫情数据公开透明、及时准确。

武汉将再建设19家方舱医院
据新华社武汉2月21日电（记者陆华东 王

自宸）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
29场新闻发布会21日在武汉举行。武汉市委常
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胡亚波在发布会上表示，武
汉计划再建设19家方舱医院，到2月25日，武汉
市储备的方舱医院床位要达到3万张。

胡亚波介绍，武汉目前已经有13家方舱医院
开舱，可提供救治的床位达到了13348张，已使
用9313张，前期存在的患者收治难已经得到有
效解决，而且已经有72支援助武汉医疗队进入
方舱医院，极大提高了方舱医院的救治能力。

2月21日，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敕勒川镇
三卜树村疫情防控巡逻马队的队员在乡村间巡防。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敕勒川镇三卜
树村，活跃着一支疫情防控巡逻马队。由于乡村
间部分道路崎岖不平，车辆无法通行，在土默特左
旗阿勒腾马业协会的主动请缨下，当地武装部将其
队员编入到民兵应急分队，全体队员第一时间投身
到乡村疫情防控的最前沿。这支疫情防控巡逻马
队由24名队员组成，分3组每日巡逻12次。

新华社记者 彭源 摄

乡村中的马背巡逻队

新华社杭州2月21日电（记者
俞菀 吴帅帅）记者从21日的浙江省
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浙江
省十里丰监狱内34名罪犯确诊为新
冠肺炎病例（为输入性病例）。目前监
狱已实行全封闭管理，确诊人员正在
接受医疗救治，发生疫情的监区实行
一人一间隔离。

浙江省司法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浙江省十里丰监狱一名干警于1月14
日至19日前往武汉，并刻意隐瞒照常
上班。1月29日，该干警被确诊为新
冠肺炎，31日监狱发现有人员被感染。

这位负责人表示，疫情发生后，浙
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卫生健康部

门第一时间派出专家组到现场指导消
杀、隔离等防控工作。由于该干警上
班时间长，密切接触人员较多，造成多
名罪犯感染并被确诊为新冠肺炎。

浙江省司法厅已派出督导组进驻
浙江省十里丰监狱现场督查。监狱政
委和监狱长已被免职，公安机关对一
名涉事干警立案调查。

据介绍，浙江监狱系统已启动全
面彻底排查，对疑似病例及其密切接
触者一律隔离观察，对确诊患者一律
送诊治疗，确保全部得到及时救治。
目前，尚未发现疫情从狱内向监外扩
散的情况，未发生监狱在押罪犯感染
新冠肺炎死亡的情况。

新华社武汉2月21日电（记者
梁建强）记者21日从湖北省监狱管理
局获悉，湖北省监狱系统已发现271
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分别在两所监
狱。其中，湖北省武汉女子监狱确诊
230例，湖北省沙洋汉津监狱确诊41
例，均为输入型病例。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湖北省监狱
系统落实相关要求，在湖北省委、省政
府统一领导下，全面彻底排查，对疑似
病例及其密切接触者一律隔离观察，对
确诊患者一律送诊治疗，确保全部得到

及时救治。目前，湖北省没有发生监狱
在押罪犯感染新冠肺炎死亡事件。

两所监狱新冠疫情发生后，司法
部以及湖北省司法厅、省监狱管理局
已派工作组对监狱疫情防控工作进行
督导。目前，湖北省武汉女子监狱因
防控工作不力，监狱长被免职；湖北省
沙洋汉津监狱一名干警因未如实报告
生活轨迹，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湖北省监狱管理局将对监狱实施
更加严格的全封闭管理，坚决堵住漏
洞，防止疫情扩散蔓延。 新华社济南2月21日电（记者

潘林青 魏圣曜）记者 21 日上午从
山东省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山东省任城监狱发生新冠肺
炎疫情，截至2月20日 24时，当地
全面完成了对任城监狱相关人员
的核酸检测，确诊病例207人，目前
已对所有确诊人员均采取有效隔
离和救治措施。

据介绍，2月初，位于济宁市的任
城监狱个别管教人员出现咳嗽症状。
2月12日下午，该监狱一封闭值班干
警因咳嗽到医院就诊被隔离收治，13
日22时经核酸检测后诊断为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同日18时，该监狱一封
闭备勤干警经核酸检测后诊断为确
诊病例。2月13日23时，山东省委、
省政府接到报告后，迅即组织有关
方面对相关区域进行封闭管理，全力
开展排查、筛查、隔离、救治等工作。

中央政法委、司法部对任城监狱
发生新冠肺炎疫情高度重视，作出具

体指示并派员指导工作。2月13日
晚，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接报并立即
责成省司法厅采取措施，对该狱全部
人员实行医学隔离，全力救治感染患
者，防止疫情扩散蔓延。连日来，山
东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多次召开
紧急会议，听取任城监狱新冠肺炎疫
情汇报，就疫情防控作出具体安排，
并多次赶赴济宁市现场察看，调度疫
情处置和病患救治等工作。

目前，山东省任城监狱疫情防控
处置工作正有序进行。一是全面开
展筛查隔离，对密切接触人员开展拉
网式排查，并全部转运至指定地点进
行隔离。二是全力做好治疗工作，成
立医疗救治领导小组，调集全省专家
和救护力量，制定个性化医疗救治方
案，积极实施科学救治措施。三是迅
即组建专门医院，抢建方舱医院，从
全省紧急调拨呼吸机、CT机等医疗
设备和口罩、防护服等物资，全力保
障救治需要。四是及时组织开展调

查，根据调查情况对相关责任人启动
问责程序。五是举一反三开展全面
排查，派出15个专项检查组和9个督
察组，分赴全省其他押犯监狱及看守
所、拘留所、戒毒所、强制医疗所开展
拉网式排查，坚决消除隐患。

因任城监狱疫情防控不力，经山
东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免去省
司法厅党委书记、厅长，省监狱管理
局党委书记、第一政委解维俊，省监
狱管理局党委副书记、政委姜运华，
省监狱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
文杰，任城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刘
葆善，任城监狱党委副书记、政委刘
勇刚，任城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
陈为宁，任城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
长（试用期）邓体贺，任城监狱党委
委员、副监狱长（试用期）房德峰的
职务，有关问题继续深入调查。对
上述相关人员及其他责任人员，由
纪检监察机关依程序进行调查，依
规依纪依法作出处理。

新华社北京 2 月 21 日电 经
中央批准，近日，中 央 政 法 委 组
成 调 查 组 ，由 中 央 政 法 委 副 秘

书 长 雷 东 生 同 志 任 组 长 ，中 央
政 法 委 、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 、公
安 部、司 法 部 有 关 负 责 同 志 参

加 ，赴 山 东 省 就 任 城 监 狱 新 冠
肺炎疫情有关情况进行全面调
查。

湖北监狱系统确诊新冠肺炎271例
武汉女子监狱防控不力 监狱长被免职

浙江十里丰监狱出现新冠肺炎疫情
监狱政委和监狱长已被免职

山东省任城监狱出现新冠肺炎疫情
山东省司法厅党委书记、厅长等被免职

中央政法委组成调查组
赴山东调查任城监狱新冠肺炎疫情情况

药物研发到了哪一步？复产复工如何防感染？
——疫情防控科技进展焦点透视

据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 2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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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小组组长李克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和市长陈吉
宁陪同下，到北京海淀考察医疗防控
物资生产供应保障情况。他强调，要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促
进大中小企业合作协同，进一步扩大
医疗防控防疫物资产量，有力保障疫
情防控、有序复工复产的需要。

李克强听取了全国医用防护服、
口罩等生产供应情况汇报。有关部门
负责人说，按照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工作领导小组部署，在各方面共同
努力下，较短时间内实现了全国医用
防护服、口罩等产能和产量都成倍增
长，有效保障了抗击疫情一线需要。
未来短期内还会有大批新的产能投
产，其中口罩日产量可达到上亿只，供
应保障能力将进一步增强。李克强
说，疫情防控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医疗
防控物资的供应保障起到了强有力支
撑作用。现在疫情防控正处在关键阶

段，各地有序复工复产也需要大量口
罩等防疫物资。有关部门要继续做好
协调服务，支持企业持续加力，开足马
力生产和扩大产能，保证重点医疗防
控防疫物资源源不断跟上。

李克强考察了民营纳通生物科技
公司新上的口罩生产线。公司负责人
介绍，他们通过上生产线和与中石化
合作，迅速形成了日产近30万只口罩
的生产能力。看到工人们正在加装调
试新的设备，李克强对企业继续扩大
产能予以肯定。他详细询问企业用工
是否短缺、增加生产还需要哪些支持、

口罩投放市场的价格等，叮嘱有关部
门负责人抓紧协调帮助解决企业原材
料方面遇到的难题。李克强说，口罩
是医务人员抗击疫情的武器，是保护
群众健康的盾牌，也是企业有序复工
复产的坚强保障。在当前特殊时期，
广大口罩生产企业要继续与时间赛
跑，分秒必争加快生产，切实保证产品
质量，坚持人民利益至上，保持合理价
格水平。这既是为防控疫情出力，也
是为促进发展助力。

听到介绍，目前针对缓解原材料
供应压力已研发出新的口罩材料和可

多次使用的防护口罩品种，李克强说，
这是增加口罩有效供给能力的新路径，
要加快探索创新。他叮嘱有关部门负
责人要及时跟进服务，提高产品检验检
测效率，在保证质量和效用的基础上尽
快批量生产、投放市场。全国口罩生
产能力短期内要尽快适应疫情防控中
有序复工复产的需要，并按照国家相
关指南科学使用口罩，该使用的使用，
避免不合理使用。各方面要拧成一股
绳，各尽其力，持续扎实做好各项工
作，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努力实
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李克强在考察口罩等医疗防控物资生产供应保障情况时强调

多措并举增加医疗防控物资生产供应
支持疫情防控防治保障有序复工复产

全速推进药物筛选、中西医结合
治疗效果明显、康复者血浆捐献在接
力……记者从21日举行的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当
前疫情形势出现了积极向好的趋势，
但疫情防控仍丝毫不能松懈，要取得
进一步防控成效，离不开科技创新的
大力支撑和科研攻关的持续推进。

药物选择和研发
坚持“安全、有效、可供”

“虽然时间紧迫，但一些药物已进
入临床试验阶段，对药物研发而言，始
终要坚持六个字：安全、有效、可供。”
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说。

磷酸氯喹，一款原本用于治疗疟
疾的“老药”，现已进入新冠肺炎第六
版诊疗方案，有望在更多应用的基础
上进一步总结疗效。

根据21日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
数据，北京、广东使用磷酸氯喹的135
例临床试验中，130例轻型、普通型患
者未向重型转变，5例重型患者中4例

已出院、1例转为普通型。
还有一些药物和技术也在临床试

验阶段：法匹拉韦，在深圳做了80例
对照试验；瑞德西韦，在武汉已有逾
200例重型和危重型患者入组临床试
验；干细胞治疗，已有4例接受治疗的
重型患者出院。

同时，全国中医药参与救治的确诊
病例超过6万例，占比在85%以上。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陈时飞说，
超过80个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用于一线
诊疗，在医疗实践中取得较好效果。

疫苗到了哪一步？
瞄准临床试验正在加速

天花、脊髓灰质炎、狂犬病等传染
病，都靠疫苗才得以消灭或预防。新
冠肺炎疫苗目前研发进度如何？

“如果把疫苗研发比作建楼，目前
地基已经打好，楼体已经冒出地面。”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曾益新打
比方说，“我们正在以最快的速度一层
一层往上建。”

曾益新表示，最快今年4月到5
月可能有部分疫苗进入临床试验。

灭活疫苗、重组基因工程疫苗、核
酸疫苗、利用减毒的流感病毒疫苗作
为载体……多条技术路线同步开展，
部分项目已进入动物实验阶段。

据介绍，国内各方力量协作组成
疫苗研发攻关团队，日夜奋战，在尊重
科学、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缩
短研发时间。目前我国各类技术路线
的疫苗研制基本与国外同步。

捐献血浆如何接力？
希望更多康复者参与其中

几天前，有关人士呼吁开展“千人献
浆救千人”行动。眼下，这场爱心接力
进展如何？

徐南平说，截至20日，已有超过
100名康复者献出血浆，大概能制备
240份左右的治疗用血浆，能对超过
200名重型或者危重型患者进行救治。

康复者恢复期血浆治疗，是利用
康复者血浆中一定滴度的病毒特异性

抗体，降低患者体内病毒含量，从而达
到治疗预期。

据介绍，血浆治疗建议适用于病情
进展较快、重型和危重型患者，此前已
纳入第五版诊疗方案，第六版诊疗方案
中对其适用症和用法、用量进一步细化。

徐南平表示，承担项目的单位已经
组织了20个采浆团队，派驻到康复病
人比较多的11个省份。通过一个月的研
究，在采浆方面及后面一系列处理都有
相关标准，确保安全。目前已经具备了
在全国重点地区全面铺开的工作条件。

“希望更多康复者献出你的血浆
和爱心。”徐南平说，医疗机构、医生要
依据诊疗方案的要求和技术规范，采用
恢复期血浆对更多患者进行救治，给
重型和危重型患者多一分生的希望。

复工复产如何防感染？
科学防护最重要

用一个30立方米的人工模拟箱来
模拟气溶胶环境，科研人员通过不同的
实验动物，模拟和验证病毒的传播途径。

中国科学院院士周琪说，初期实
验显示，如果满足密闭空间、长时间暴
露、高浓度三个条件，存在气溶胶传播
的可能性。但在开放环境中，通过气
溶胶传播新冠病毒的几率极低。

他介绍，比较确定的传播途径仍是
经呼吸道的飞沫传播和密切接触传播。
病毒主要从黏膜侵入，如口腔、鼻腔
和眼部，做好对这些部位的重点防护
非常必要，在人员密集区域正确佩戴口
罩是切断病毒进入肌体的重要措施。

针对人们关注的复工复产期间防感
染问题，周琪建议，注意个人科学防护最
为重要。在人员相对密集的工作场合，
要保持通风，同事间要保持适度距离。

科研攻关团队按照不同生活和工
作场景，设计了多个实验来观测病毒
的传播途径和致病机制。结果显示，
新冠病毒不会通过皮肤传播。即使是
不少人担心的粪口传播，只要保持正
确的洗手方法，养成勤洗手的习惯，也
可避免病毒通过这些途径传播。

（据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 记者
孙奕 董瑞丰 侯雪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