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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尊敬的电信电视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0年4月1日、

4月3日00:00—06：00对中兴 ITV平台设备进行升级优

化。优化期间，对部分客户观看电信电视有短时影响。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0年3月28日

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分两次对 4G 网络系

统进行优化。届时，手机 VOLTE(高清语音)及4G上网 业务

使用将受短时影响。具体优化时间如下：

◆第一次：2020年4月2日0:00－6:00；

◆第二次：2020年4月7日0:00－6:00；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变更公告
项目名称：昌江县海尾镇北方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原

投标人资格要求中的资质要求：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

包贰级或以上资质，现修改为：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

包叁级或以上资质。原计划工期为365日历天，现修改为

180日历天。招标文件获取时间延长至2020年04月03日

17：30。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推迟至2020年04月17日

09:30。投标文件递交地点为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

心（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207开标室。招标文件其他内容

不变，请各投标人登陆http://zw.hainan.gov.cn/ggzy/

重新下载招标文件。

变更公告
项目名称：昌江县乌烈镇峨沟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一（施工）。原投标人资格要求中的资质要求：具备水利
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或以上资质，现修改为：具备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或以上资质。原计划工
期为365日历天，现修改为180日历天。招标文件获取
时间延长至2020年04月03日17：30。投标文件递交
截止时间推迟至2020年04月17日10:30。投标文件
递交地点为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海口市国兴
大道9号）207开标室。招标文件其他内容不变，请各投
标人登陆http://zw.hainan.gov.cn/ggzy/重新下载招
标文件。

项目变更公告
项目名称：昌江县乌烈镇纳凤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施

工标）。原投标人资格要求中的资质要求：具备水利水电工

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或以上资质，现修改为：具备水利水电工

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或以上资质。原计划工期为365日历

天，现修改为180日历天。文件获取时间：延长至2020年

04月03日17：30。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推迟至4月17

日9:30。投标文件递交地点更改为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

服务中心201开标室。招标文件相关内容已调整，其他内

容不变，修改后的招标文件已重新上传，请各投标人登陆

http://zw.hainan.gov.cn/ggzy/重新下载招标文件。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对白沙地区网络系

统进行升级优化。届时，系统优化地区的部分专线、ITV、上

网、语音等业务使用将受中断30分钟影响。具体情况如

下：

◆2020年 4月 3日 00:00－06:00 ，对白沙地区网络

系统进行升级优化；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给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0年03月30
日4:00-2020年12月31日7:00，海口市白龙支局、海口市白沙
门支局、海口市大同营业部、海口市大同支局、海口市大园支局、
海口市金盘营业部、海口市金盘支局、海口市中山营业部、海口
市中山支局地区；2020年04月02日4:00-2020年12月31日
7:00，儋州市、五指山市、文昌市地区；2020年04月03日4:00-
2020年12月31日7:00，万宁市、屯昌县、三亚市地区；2020年

04月07日4:00-2020年12月31日7:00，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琼海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临高县、乐东黎族自治县地区；2020
年04月08日7:00-2020年12月31日7:00，海口其他剩余地
区2020年04月09日7:00-2020年12月31日7:00，东方市、
定安县、澄迈县、昌江黎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白沙
黎族自治县地区的中兴F450、F650型号终端版本升级，MO-
DEM终端升级将影响用户3分钟左右的业务使用。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疫情，来势汹汹；阻击，众志
成城。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各级机
关干部主动请战，挺身而出，下沉到
疫情防控的最基层、物资供应的大后
方、复工复产的工厂车间，不畏艰险，
勇挑重担，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
命、书写责任担当。

“防控一线有需要，就
要毫不犹豫地顶上！”

午夜时分的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灯火通明，忙碌依旧。

常延润乘坐班车到达航站楼，开
始零点到早上八点的又一个夜班。

这里是他连续奋战多天的“新战
场”。作为上海市静安区民防办副调
研员，常延润3月6日下沉到浦东机
场，支援入境人员接送工作。

“严防境外输入是当前疫情防控
的重中之重，作为党员干部，防控一
线有需要，就要毫不犹豫地顶上、不
折不扣地做好！”接到支援机场的通
知，常延润第一时间报了名。

坚守防控一线，直面病毒威胁，
怕吗？“担心一开始确实有，但一忙起
来就顾不上了。”常延润说。

谁都不是生而英勇，他们只是选
择无畏。

湖北全省58万余名党员干部下
沉社区（村），北京市7.4万余名机关
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下沉社区
（村）……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无
数常延润这样的下沉干部，义无反顾
地奋战在最危险、最艰苦的一线。

“四棉社区目前有 5476 户、
15600人。我专门计算过，每分钟进
出卡点的人流可达到百余人。”谈起
社区情况，郑州市审计局下沉干部邹
鹭如数家珍。

大年初二，刚在单位值完班的
邹鹭，接到通知马不停蹄地赶到四

棉社区。
四棉社区属于老旧小区，流动人

员多、老年人多，东社区有确诊病例，
而东、西两个社区共用一个出入通
道，防控压力大，容不得半点松懈。

社区工作千头万绪，邹鹭每晚回
到家，几乎都已是深夜。“家人熟睡的
场景，是我这些天看到的最熟悉又心
酸的画面。”3月16日是儿子的生日，
忙碌了一天的邹鹭却忘记了。“妈妈，
这是我过得最孤独的一个生日”，儿
子的短信让她忍不住掉下眼泪。

“要真正‘沉’下去，为
民排忧解难！”

疫情防控的战场上，下沉干部不
仅是冲锋陷阵的“战斗员”，也是默默
奉献、为民排忧的“服务员”。他们用

初心温暖民心，用行动诠释使命。
“小伙子，你太辛苦了，连午饭都没吃

上，以后我尽量不麻烦你啦。”社区一位
老婆婆领到乔治代买的筒子骨等物资
后，发来一段微信语音表示感谢。

乔治是湖北省民宗委下沉到武汉
市硚口区长丰街道丰竹园社区的一名
党员干部。巡逻社区劝阻居民外出，
对居民楼、公共区域消杀，为社区居民
购买、发放生活物资，为高龄老人送菜
上门……乔治忙碌的身影出现在社区
的各个角落。

“既然下沉，就要真正‘沉’下去，
扎扎实实做事，为人民群众排忧解
难。”乔治说。

下沉干部队伍中，不乏青春的
身影。

穿梭在食品专柜仔细检查产品标
签，督促超市入口的测温、通风、消杀等工

作，疏导收银台、称重台周围的排队顾
客……“90后”陶醉像陀螺一般“旋转”
在天津市河西区的大润发超市。

陶醉是天津市河西区市场监管
局柳林街市场监管所的一名工作人
员。自大年初一起，他的身影就出现
在辖区内大型商超、菜市场和周边
30多个零散小商户中。

近两个月来，工作量翻番，陶醉
坦言也感到疲惫。“非典时期，还在上
小学的我是被保护对象，现在轮到我
冲锋在前保护大家。一定要在疫情
期间维护市场秩序稳定，让老百姓的

‘菜篮子’拎得更舒心。”陶醉说。

“工厂的机器转起来，
我就放心了！”

精准防控疫情的同时，积极有序

推进复工复产，是当下的迫切任务。
哪里有需要，下沉的力量就到

哪里。
“厂里普通用工已解决，产能

100%，因有新增订单，本月生产还会
创出新高！”3月20日晚上，重庆市北
碚区妇联副主席孔祥梅收到重庆升
越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发来
的信息，顿时松了一口气。

“工厂的机器转起来，我就放心
了！”孔祥梅说。2月18日，已在社区
排查一线下沉工作多日的她接到新
任务——作为北碚区委组织部抽调
第七组组长下沉企业，为30家规上
企业提供复工复产服务。

借助工作优势，孔祥梅通过北碚区
女企业家协会发出倡议。为打消大家
的疑虑，协会还组织一些餐饮企业员工
到升越达公司参观，实地了解工作内容
与待遇。同时孔祥梅还发动基层妇联
组织助力企业解决用工难问题。在她
的牵线搭桥下，已有多人自愿上岗，员
工有了收入，企业的用工难题也得到了
解决。

资金紧张、用工短缺怎么办？如
何享受减税降费等政策？农产品滞
销，销售通道怎么打通？在工厂车
间，在田间地头，下沉干部发挥自身
优势，为企业复工复产、农业增产增
收出谋划策、助力加油。

今年2月，广西阳朔县高田镇的
贫困户陆大宇种植的砂糖橘迎来丰
收，小龙虾也到了出售时节，但受疫
情影响滞销严重。从大年初二就开
始在村里协助防疫的下沉干部李源
俊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李源俊发动
其他干部，主动帮忙对接当地酒店进
行销售，并通过微信等网络渠道打开
销路。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
人民群众的安心和信心，是对下

沉干部责任与担当的最好赞美。
（据新华社北京3月27日电）

他们，挺身而出守防线

新华社北京 3月 27 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27日晚同沙特国王萨勒
曼通电话。

习近平强调，在国王陛下主持下，
昨天我们成功举行了二十国集团领导
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各方就团
结抗击疫情、稳定世界经济达成重要
共识，向国际社会发出积极信号。中
方赞赏沙方作为今年二十国集团主席
国为此所做大量工作。病毒没有国

界，只有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才能战而
胜之。二十国集团成员应该秉持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加强团结、协调、合
作，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全力稳定世界
经济。中方愿同沙方保持密切沟通，
保持和加强二十国集团合作势头。

习近平指出，中国发生新冠肺炎
疫情后，你第一时间向我表达慰问和
支持，沙特政府和各界纷纷伸出援手，
向中方提供了多批物资援助，中方铭

记在心。中华民族是懂得感恩、投桃
报李的民族。当前，沙特也面临疫情
严峻挑战。中方坚定支持沙方抗击疫
情，愿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同沙方分
享防控经验，为沙方采购医疗物资提
供协助和便利，维护好两国人民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共同维护全球和地
区公共卫生安全。中方愿同沙方携手
努力，不断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
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再上新台阶。
萨勒曼表示，中国政府采取果断

有力举措，成功控制新冠肺炎疫情，
我表示高度赞赏并衷心祝贺。中国
的成功向全世界发出了积极信号。
我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抱有坚定
信心。我相信，中国将很快战胜疫情
并且变得更加强大。沙中是患难之
交，两国关系高水平发展。感谢中方
为沙特抗击疫情提供检测和医疗物

资援助，对此沙特人民不会忘记，将
始终坚定同中方站在一起。沙方希
望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加强卫生医疗
等领域交流合作。相信经过共同抗
击疫情，沙中友好关系将更加深厚牢
固。感谢主席先生支持沙方主办二
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沙方希
望同中方继续加强在二十国集团框
架内协调合作，共同帮助世界尽快克
服眼前这场危机。

习近平同沙特国王萨勒曼通电话

据新华社北京3月27日电（记
者齐中熙）为坚决遏制境外新冠肺炎
疫情输入风险高发态势，26日，民航
局发布《关于疫情防控期间继续调减
国际客运航班量的通知》，要求以民航
局3月12日政府网站发布的“国际航
班信息发布（第5期）”为基准，国内每
家航空公司经营至任一国家的航线只
能保留1条，且每条航线每周运营班
次不得超过1班；外国每家航空公司
经营至我国的航线只能保留1条。

该《通知》的出台是基于怎样的考
虑？国际航班量和入境旅客数量将降
至多少？下一步为严防境外疫情输入
民航局还有哪些考虑？是否会考虑包
机接回海外华人？就此，记者采访了
民航局运输司相关负责人。

这位负责人表示，近日，境外输入
病例连续多日保持两位数，无疑对国
内疫情防控成果、复产复工节奏和人
民生命健康带来严峻挑战。民航局综
合研判统筹各方关系和各群体需要，
出台《关于疫情防控期间继续调减国
际客运航班量的通知》，进一步大幅调
减国际客运航班，仅维持每条航线的
最低航班量，确保通航国家不断航。

他说，根据这一措施，每周航班量
将下降到130班左右。同时，为防止
机上旅客过于密集，我们还要求各中
外航空公司需保证抵离我国的航班客
座率不得高于75%。经测算，每天通
过航空入境的旅客人数将由目前的
2.5万人降到5000人左右。

这位负责人表示，我国“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的压力日益增大，按照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统一部署，前期
民航局已采取多项措施防范境外疫情
输入。

一是发布第三版《运输航空公司
疫情防控技术指南》，对高风险航班在
登机前和机上开展体温检测。3月19
日至25日国内航空公司共拒绝312
名发热旅客登机，对于机上可疑的
1182名旅客在机上隔离区进行隔离，

并在落地后移交海关部门；二是发布
《关于疫情防控期间控制国际客运航
班量的通知》，以1165班（相当于疫情
暴发前国际客运航班量的13%）作为
航班量上限，要求每家航空公司在每
条航线上的航班量只减不增；三是采
用第一入境点的方式，将北京首都国
际机场所有国际航班分流至12个机
场，截至25日共分流40班，入境旅
客 11284 人，在第一入境点留置率
68.2%；四是自3月 24日起，民航局
已暂停所有境外飞我国的公务包机
运行。

下一步，民航部门将密切关注
国外疫情的变化形势，根据防控需
要，采取进一步措施收紧国际客运
航班总量。

国际航线再收紧
每天航空入境旅客降至约5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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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武汉3月27日电（记者廖君）扫二
维码实名登记乘车、进站测量体温全程戴好口罩、
扫车厢码按黄色标志乘坐……记者从武汉地铁运
营有限公司获悉，从28日开始，武汉轨道交通部
分线路恢复运营，各车站出入口仅部分开放。

根据交通运输部、湖北省、武汉市最新疫情防
控工作要求和部署，此次恢复运营的轨道交通1、
2、3、4、6、7号线，轨道交通8号线、11号线和阳逻
线暂不恢复运营。

武汉地铁目前已对车站、列车进行全覆盖式
深度消毒，列车的每节车厢均贴有消毒标签，所有
运营设施设备已进行全面深度维护保养，多条线
路按试运行模式进行跑车，确保运行正常。

武汉轨道交通
28日起部分恢复运营

在武汉地铁光谷广场站内，消防员在对安检
区域进行消杀。 新华社发（王方 摄）

中央指导组与抗疫一线媒体记者座谈：

讲好中国抗疫故事
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

据新华社武汉3月27日电（记者胡浩 赵文
君）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
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部署，3月27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指导组组
长孙春兰与抗疫一线媒体记者座谈，代表党中央、
国务院，向战斗在抗疫一线的新闻工作者表示诚
挚的慰问和衷心的感谢，希望再接再厉深入报道
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讲好中国抗疫故事，强信
心、暖人心、聚民心，汇聚共克时艰的磅礴力量。

座谈中，8位媒体记者代表讲述了用纸笔、话
筒和镜头记录疫情防控的日日夜夜和难忘瞬间。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445名新闻工作者主动
请缨、奔赴武汉，与当地媒体并肩作战，第一时间
多角度、全方位报道疫情救治防控情况，精心制作
新闻作品50余万件，持续收集报送民生诉求2万
余条。孙春兰说，媒体记者不畏艰险、深入红区，
在医院、方舱、重症病房等地舍生忘死记录这场惊
心动魄的战役，用情用心讲述抗疫感人事迹，客观
真实反映广大群众的困难和问题，体现了实事求
是、一心为民的职业操守和无私无畏、忘我拼搏的
崇高精神，你们是抗疫战士，是抗疫英雄，为湖北
武汉疫情防控凝聚起强有力的精神力量，极大地
鼓舞了一线士气。

上海：

28日起所有入境来沪人员
一律集中隔离观察14天

新华社上海3月27日电（记者朱翃）记者27
日从上海市政府新闻办获悉，上海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从3月28日零
时起，对所有入境来沪人员一律实施为期14天的
集中隔离健康观察。

上述措施实施后，对已经居家隔离的，继续实
施隔离直至期满14天，并进一步落实从严管控的各
项措施。对入境的外交人员和从事重要经贸、科研、
技术合作的人员，另有规定的按照规定执行。

同时，上海将采取人性化管理措施，对老人、
未成年人、孕产妇、行动不便的、有老人或小孩需
要看护的、患有基础性疾病等原因不适宜集中隔
离的人员，统一在各区留验点进行核酸检测，检测
结果为阴性且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并经严格核
定审批后，可申请实行居家隔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