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117条公交线路
恢复运营

据新华社武汉3月25日电（记者王自宸）记
者25日从武汉市交通运输局获悉，为解决外省来鄂
来汉人员及复工复产人员市内交通出行，从3月25
日起，武汉恢复117条公交线路运营。从3月28
日起，恢复6条轨道交通线路运营。

3月25日，511路公交车行驶在路上。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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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致敬的战“疫”英雄·公安干警篇

马朝旭就习近平主席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接受采访

中方愿推动G20特别峰会取得积极成果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记者

郑明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3月26
日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
炎特别峰会。25日，外交部副部长马
朝旭接受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
视台和中国日报社采访，介绍峰会背
景和中方期待。

马朝旭表示，二十国集团（G20）
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将于3
月26日举行，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峰
会。G20成员、嘉宾国以及相关国际
组织负责人将与会。这将是G20历

史上首次举行领导人视频峰会，也是
自疫情暴发以来，习近平主席出席的
首场重大多边活动。

马朝旭说，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
球多点暴发蔓延，产生严重政治、经济、
社会影响。国际社会迫切希望加强合
作，抗击疫情。G20是全球危机应对和
经济治理重要平台，汇聚了主要发达经
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应对2008年
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此关键时刻，G20就新冠肺炎疫情专
门举行峰会，就应对疫情蔓延、稳定世界

经济进行沟通协调，具有重要意义。
马朝旭表示，在习近平主席亲自

指挥、亲自部署下，我国疫情防控取得
显著成效，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赞誉。
习主席出席特别峰会，体现了中国同国
际社会携手抗击疫情的坚定决心，体现
了中国推动开展抗击疫情国际合作的
大国担当，体现了中国支持G20加强协
调合作、稳定世界经济的积极态度。我
们对此次特别峰会有以下期待：

一是加强团结。病毒没有国界，
疫情面前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

唯有齐心协力，方能战胜疫情、稳定经
济、恢复秩序。G20成员要加强团结，
释放共同应对挑战的强有力信号，提
振国际社会的信心。

二是加强合作。面对全球疫情快
速蔓延，国际合作至关重要。中方在全
力做好国内防控的同时，及时向有困难
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与
各方分享经验，共同加强能力建设，提
供急需的医疗物资，为各国来华采购提
供便利。希望G20成员相互帮助，密切
配合，共同维护国际公共卫生安全。

三是加强协调。疫情对全球经济
产生严重冲击。在确保做好防控的前
提下，我国复工复产正在有序进行，为
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发挥重要作
用。我们期待各方加强宏观经济政策
协调，采取必要的财政、货币和结构性
政策，推动市场开放，确保全球供应链
的开放、稳定、安全和顺畅运行，为提
振市场信心发挥建设性作用。

总之，中方愿与G20其他成员共
同努力，推动这次特别峰会取得积极
成果。

供 求

遗失声明
海南绿茗家电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私章，声
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注销公告
乐东南沐巾帼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3469033062302557G）拟向乐东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到本合作
社办理事宜

公告
海南自贸区金种子区块链科技有
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赵玉子与你公司
劳 动 争 议 案（海 劳 人 仲 案 字
〔2019〕第433号）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委海劳
人仲裁字〔2020〕第196号仲裁裁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海口市
西沙路 4 号，联系电话:0898-
66783076），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3月25日

遗失声明
海南萧云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私章，声

明作废。

▲张孝潜不慎遗失坐落于文昌市

潭牛镇新桥村委会岐山村集体土

地使用证，土地证号：文集用

（2011）第020666号，特此声明。

▲陈观武遗失座落于万宁国营东

兴农场场部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

号：万国用（94）字第1116号，声明

作废。

▲东方八所肖慧贸易店遗失公章

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临高县新盈镇仓米村民委员会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乐东黎族自治县冲坡中心卫生

院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事业

单位法人证书(正)本，信用代码

12468843428892935K，现声明作

废。

员工离职体检通知
艾军：您在离岗前未按照规定参加

离岗职业健康检查，请您自本通知

之日起一星期内尽快到海南方卓

体检中心（海口市龙华区南海大道

22号龙城商业大厦）参加离岗职
业健康体检，职业健康检查费用由
我公司承担。
特此通知。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海南石油
分公司

2020年3月26日

公告声明
本人冯健对海口利名源实业有限

公司持有的35%股权事宜，该股权

系胡斌为借款提供的股权转让与

担保。胡斌仅是把股权质押在冯

健名下作为担保，冯健并非利名源

公司实际股东，从未实际享有过股

东权益。故利名源公司所负担的

债务亦与冯健无关。特此声明！

声明人：冯健

日期：2020年3月25日

▲海南一嗨自驾车服务有限公司
遗 失 车 辆 合 格 证 ，车 架 号 ：
LFV2B2A10K5520932，厂 牌 型
号：大众牌FV7149LBDDG，发动
机号码：N36048，合格证编号：
WAB091944520932，声明作废。
▲中国教育工会海口市灵山中学
委员会遗失工会经费收入专用收
据（第 一 联 存 根 ），编 号 ：
1714815471，声明作废。
▲琼海市嘉积镇大坡村民委员会
坡六村民小组遗失邮政储蓄银行
开 户 许 可 证 ，编 号 ：6410-
00432461, 核 准 号:
J6410025343202，声明作废。
▲徐瑞、房鸿鑫遗失坐落于文昌市
文城镇旅游大道42号中南海景花
园F8幢801房的不动产权证,证
号:琼（2018）文昌市不动产权第
0005116号，特此声明。
▲本人刘长明，不慎遗失儋州恒乐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
南海花岛环球市集1308-08号铺
租 赁 押 金 收 据 ，收 据 编 号
No1121040，金额68413元，特此
声明作废。

声明
鉴于我司湖北鑫海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海南成美国际医院项目
专用章遗失，在遗失期间，项目章
对外所签署与发布文件，由此造成
的法律责任或经济损失本公司不
予认可。我司声明如下：“湖北鑫
海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海南成
美国际医院项目专用章”，自声明
之日起作废，该项目专用章对外所
签署与发布文件，我公司均不认
可，特此声明。
声明人：湖北鑫海建筑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冯利勇不慎遗失乐东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江南乐居B8
栋703房交房收款流程表收款交
接单1张，票据号：0010488，金额：
450元，声明作废。
▲蒲应新不慎遗失坐落于陵水县
英州镇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陵国用
（英）字第 0143号，声明作废。
▲海南鲁帆装饰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现声明作废。

▲林家雄遗失人民警察证，证号：

640139，声明作废。

▲ 符 桃 （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100511225092）持有的华能

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中

海能源”》内部职工股23500原股

证券存单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陕安工业设备安装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600001005724，公章，声明作
废。
▲肖然遗失坐落于文昌市文城镇
白金路268号（白金海岸一期5-
2-207房）的房屋所有权证，证号:
77460,特此声明。

▲海口美兰海岸云顶咖啡馆不慎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
编号：JY24601081235157，特声
明作废。
▲定安县定城镇田洋村民委员会
遗失由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银行
开户许可证一本，核准号为：
J6410010253702，声明作废。
▲张少云不慎遗失长影环球100
老艺术家创作中心A区9号楼2层
201 房的收款收据 3 张，编号：

0009616（ 金 额 5000 元 ）、

0009983（金 额 294345 元）、

0011093（金额170000元），特此

声明。

▲吴盛柏遗失海口市美兰区流水

坡片区栅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登记编号；

941，现场编号：E76，声明作废。

▲谢熙飞、邓惠英夫妇遗失绿地集
团海口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海南
绿地海德公馆房款收据贰张，收据
编号：0003882，金额：10万元，收
据编号：0003905，金额：166700
元，特此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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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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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778696891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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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广告·热线：66810888

抗疫如战，岗位所在就是战场。
他们是“逆行者”——直面危险、

挺身而出。
他们是“排头兵”——警灯闪亮、

警徽庄严。
作为疫情防控中一支极其重要

的力量，人民警察日夜奋战，用行动
诠释“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

不辱使命，战斗在党
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队员们，请穿好防护服，让我们
平安进舱、安全回家！”2月13日，武汉
市公安局江岸分局刑侦大队教导员许
奎带领10名突击队员，列队进入新开
放的武汉全民健身中心方舱医院。

“我把要组建突击队、需要11人
的消息发到微信群时，立刻就有20
多人报名。”许奎说。

“穿防护装备有十几个程序，仅
穿防护服前就有7个程序。”许奎说，
每个班次需要在方舱医院内执勤6
个小时，这期间不能吃、不能喝，更不
能上厕所。

“我们民警分成了5个组，分别
负责勤务安排、后勤保障、防护消杀
等工作。”工作间隙，许奎还组织执勤
队员向医护人员请教脱防护装备的
流程和注意事项。“作为一名民警，越
是危险的地方，我越要冲锋在前，不
能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许奎说。

定点医院、发热门诊、方舱医院，
战“疫”一线这些关键地点，都是人民
警察的战场。

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
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不断
巩固和拓展。公安机关在继续科学精
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有效服务
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推动建立同疫
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

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

区）有汽车制造、家电生产等企业1
万多家。

“目前形势下，唯有一手抓疫情防
控，一手抓企业复工复产，才能确保‘武
汉保卫战’的最后胜利！”武汉市公安局
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局长刘明利说。

不负重托，日夜守护
践行为民宗旨

1月30日下午，武汉市公安局江
岸区分局大智街派出所民警邵玉春
来到泰宁社区某居民楼，准备将该社
区的疑似病患送医隔离。

“快来帮帮忙啊！”突然，听到单
元楼里传来带着哭腔的呼喊声，邵玉
春和所长刘远杰立即跑进楼道。

68岁的周大爷瘫坐在楼梯上不
能动弹，还正在发烧。邵玉春蹲下身

子，在刘远杰和其他人的帮助下将老
人背起，固定好后缓缓下楼。

一级、两级、三级……邵玉春小
心翼翼地将老人背到楼下的转运警
车里，火速送往医院。

人民的需要，就是人民公安的使
命。在严峻的疫情面前，广大民警、辅
警迎疫向前，无私无畏投入战“疫”当中。

常二社区是湖北省武汉市江汉
区汉兴街道的一个老旧小区，居民以
老年人居多。

社区一名82岁的疑似病患陷入
昏迷，在转运过程中，武汉市公安局
江汉区分局汉兴街派出所民警刘晓
钟在所长黄亮和一名辅警的帮助下，
用一把椅子将他抬下楼。

因为怕老人掉下椅子，刘晓钟就用
头顶着老人的身体，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
将他抬下楼，抱上转运警车，送往医院。

从1月26日接到任务，负责协助
转运病人到医院和隔离点，两个月下
来，刘晓钟接送转运的病人已有四五
百人次，“最高峰的时候，一天转运了
28个病人。”

在主战场湖北，广大人民警察
活跃在4500个社区、2.5 万个行政
村，与抗击疫情各部门工作人员一
道筑牢抵御疫情的“防火墙”。接患
者就医，送患者回家，帮患者买药取
药……疫情防控阻击战的第一线，
广大公安民警拼搏奉献，彰显人民
公安的为民本色。

不忘初心，奉献直至
生命最后一刻

当前，返汉复工复产队伍不断
壮大，被按下“暂停键”的武汉正在

重现生机。

然而，连续奋战61天的民警吴

涌，却永远倒下了。

1989年警校毕业的吴涌，从警

31年，干部履历表上清晰地记着：连

续6年优秀公务员，两次荣立个人三

等功，7次受到嘉奖。

“老吴是社区工作的好搭档。”汉

正街共和社区居委会党委书记熊恒

超是个“80后”，“60后”的吴涌比他

大整整14岁，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

工作中的默契配合。“他是累倒的

啊！”一时间，熊恒超的泪水不知不觉

模糊了双眼。

3月18日，吴涌一大早就带着6
个安保队员、4个协管员去社区巡
查。当天，他们走遍整个社区，居民
容易聚集的健身休闲处、犄角旮旯都
没放过。其间，他还登门走访了5位
需特殊关照的孤寡独居老人，逐一了
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需求。

3月20日，政府下发的爱心鱼到
了，每条鱼足有三四斤重。共和社区
很多门栋没有电梯，上下全靠爬楼。
各个门栋挨个爬一遍，肩扛手拎，吴
涌腰酸腿疼也忍着、坚持着。

3月22日上午，天放晴了。吴涌
又一早来到封控卡点值守，碰到几个
想违规出门的居民，他耐心地上前劝
解。中途，一个居民到所里报案，他
返回所里接待。

谁也没想到，他这一去，就再也
没能回到社区……

截至3月23日，在战疫情、防风
险、保安全、护稳定的第一线，77名
公安民警和辅警因公牺牲。

伤恸无尽，为民无悔。
以生命赴使命，用热血铸警

魂。战“疫”还在继续，人民警察奋
战不息！

（据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记
者熊丰）

他们，抗疫一线铸警魂

中国向意大利派出
第三批抗疫医疗专家组

据新华社福州3月25日电（记者陈弘毅 章博
宁）由14名中国专家组成的中国第三批赴意大利抗
疫医疗专家组于3月25日上午乘坐包机从福建省福
州市出发。预计经过十余个小时飞行后，专家组将到
达意大利米兰，随即将奔赴意大利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一线，为当地疫情防控工作再添中国力量。

参与本次医疗援助的专家分别来自福建省立
医院、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福州肺科医院以
及福建省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专业领域涵盖心血
管内科、呼吸内科、感染性疾病、流行病学、院感、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传染性疾病控制、中医、护理等。
福建省立医院郭延松主任医师担任专家组组长。

专家组还随行携带了一批当地急需的医疗救
治物资，包括呼吸机30台、监护仪20套、防护服
3000套、N95口罩2万个、医用口罩30万个、隔离
面罩3000个、中成药等。

今年3月以来，中国已先后派出两批医疗专
家组共计22人，携20余吨医疗物资赴意大利开
展疫情防控工作。

北京调整境外输入高风险
国家和地区名单至25个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记者谢昊）记者从
25日召开的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新闻发布会获悉，北京市根据全球疫情发展
态势，为严防境外输入病例，调整境外输入高风
险国家和地区名单至25个。

名单具体包括英国、西班牙、美国、意大利、
德国、法国、伊朗、荷兰、瑞典、瑞士、挪威、丹麦、
比利时、奥地利、葡萄牙、捷克、希腊、以色列、澳
大利亚、加拿大、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香
港、日本等国家和地区。

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陈蓓表示，将坚持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体策略，继续严格防
控新冠肺炎疫情，努力将境外输入病例风险降到
最低，努力维护首都安全。

离鄂省际公路
不晚于3月27日全部开通

据新华社武汉3月25日电（记者梁建强、黎
昌政）25日下午，湖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局长
姚俊在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例行新闻发
布会上透露，即日起至3月27日，离鄂省际公路
将全部开通。

按照部署，相关防疫站点要做到应撤尽撤。
25日0时起，湖北省内的公路检疫站点开始撤
除；至27日，离鄂公路检疫站点要撤除完毕。

公路要做到应通尽通。25日0时至27日0
时，湖北省内的高速公路、普通公路要有序开通，
至27日，离鄂省际公路要全部开通。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25日晚同德国总理默克
尔通电话。

习近平强调，在中国发生新冠肺
炎疫情初期，你向中方表达了慰问和
支持，德国政府和各界纷纷伸出援手，
中国人民铭记在心。目前德国面临疫
情严峻挑战，中国人民感同身受。中
方坚定支持德方抗击疫情，愿继续提

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专家已进行
了视频交流，德国专家也随世卫组织
专家组来华考察。中方愿同德方分享
防控和治疗经验，加强在疫苗和药物
研发方面合作，为两国人民健康福祉
以及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作出贡献。祝
愿你领导德国人民早日克服疫情！

习近平指出，病毒不分国界，是全
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

能置身其外，独善其身。在这次抗击疫
情的过程中，中德、中欧展现出团结合
作的力量，发挥了正能量。二十国集团
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即将召
开。中方愿同包括德国在内的各方加
强协调合作，发出同舟共济、团结抗疫
的声音，提振国际社会信心。要兼顾当
下和长远，统筹国内效应和全球影响，
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稳市场、保增

长，稳就业、保民生，同时推动市场开
放，确保全球供应链开放、稳定、安全。

习近平强调，中德双方要继续做
好重要政治议程筹划，持续推进各领
域交流合作，确保中德、中欧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挖掘新兴产业合作潜力，
减少疫情冲击。

默克尔表示，当前欧洲疫情形势严
峻，德方正在采取果断防控措施。德方

感谢中方提供的及时和宝贵帮助，希望
同中方开展疫苗、药物研发等领域科研
合作，树立团结抗疫的榜样。德方主张
基于事实，秉持客观公正立场，通过国
际合作共同应对疫情。二十国集团成
员应该加强协调合作，相互支持，为克
服当前危机、稳定全球经济发挥引领作
用。德方期待疫情过后同中方继续推
进德中、欧中重要交往合作。

习近平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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