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华盛顿4月5日电 美国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5日发布的
全球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全球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首次超过
10 万例，累计确诊病例数已超过
120万例。

数据显示，全球4日新增确诊病
例超过101500例。截至美国东部
时间5日2时44分（北京时间5日
14时44分），全球累计确诊病例达
1203923例，累计死亡64795例，累
计治愈247273例。

这些数据来自约翰斯·霍普金
斯大学新冠病毒研究项目实时汇总
的各个国家和地区数据。

5日，在印度尼西亚亚齐省，工作人员为一名通勤者测量体温。 新华社/法新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全球单日新增病例数首超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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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遗失声明
海南鸿晖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遗失

营 业 执 照 正、副 本 ，注 册 号 ：

4600002007696，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号：46010072127241X，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三亚旺毫和兴专营店遗失中国联

通 押 金 发 票 ，编 号 00001731、

00001732、0000173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三亚育鹏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号:

4706，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减资公告

海南华煊人才培训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信用代码:91460100MA5R
DGR31B)经公司股东会议决定，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
本，由原注册资金人民币壹仟万圆
整减少至人民币壹佰万圆整，请债
权人登报之日起45天内向公司提
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
求，特此公告。

通知
我司将于2020年5月7日上午10
点召开第三十二次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法人、股东、董事、监事变更事
宜，届时股东可通过通讯表决方式
行权。联系人：欧女士，电话：
17789863673

海国投工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6日

注销公告
海南中海油棕研究所拟向海南省
民政厅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
报之日起45天内到本研究所办理
相关事宜。

减资公告
海南广信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代
码:91460100394296288C）股 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
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壹
亿捌仟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壹仟
伍佰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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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桂
菲，电话：13976492360

遗失声明
唐立香因保管不善，将昌江县房权
证石碌镇字第10051114号《房屋
所有权证》遗失，根据《不动产登记
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
规定申请补发，现声明该《房屋所
有权证》作废。

声明人:唐立香
2020年4月6日

▲海南华天众智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纳税识别号91460000394291
399W）不慎遗失财务章一枚,声
明作废。
▲东方城东甜甜屋甜品店不慎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24690071814567，声明作
废。
▲贵州黄果树立爽药业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海南雅居乐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开具的专项维修资金收
据，收据编号：雅海0089066，金额
10,231.20元，声明作废。
▲郭捷不慎遗失海南雅恒房地产
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契税和专项
维修资金收据，收据编号：雅恒
0029182，雅恒 0029183，金额：
81,871.74 元，8,179.80 元，声明
作废。
▲杨霖遗失座落于东方市八所镇
三环路东侧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
号：东方国用2009第610号，声明
作废。
▲五指山通什健安内科诊所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460000MA5TCNG45K，
现声明作废。
▲海口美兰鸿旭饮品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0108167465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文昌亿华城建投资有限公司（注册
号：469005400000291）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公司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
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联
系 人 ：符 女 士 ，联 系 电 话 ：
18808996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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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废声明
海南雁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作为
乙方于2020年3月30日在海口市
白沙派出所会议室并由海口市白
沙街道办组织协调下签定了《玉和
花园三区物业交接协议》，由于甲
方海南万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至
今日仍拒绝签约及完成本小区物
业交接，给乙方造成经济损失。因
此海南雁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现
登报声明已签定的《玉和花园三区
物业交接协议》作废。

海南雁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020年4月3日

▲冯金英不慎遗失坐落于东路镇
大宝村委会大宝三村集体土地使
用证，土地证号：文集用（2010）第
008823号，特此声明。▲海南龙鑫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定安分公司遗失不动产权证一本，
证号：琼(2020)定安县 不动产权
第000616号，声明作废。▲金淼不慎遗失海南东方明珠房
地产有限公司所开发楼盘恒大海
口文化旅游城20-1602房的《海
南全国联销项目收款专用收据》一
张，收据编号：HN0113438，声明
作废。▲海南东方益新置业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马涛遗失三亚凤凰新城实业有
限公司C区F4-2802产证费用收
据 一 张 ，编 号:8809009，金 额:
14928.16元，声明作废。▲葛泽熙遗失三亚凤凰水韵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E 区二组团 4#
205 产证费用收据一张，编号:
027601,金额:48424.65 元，声明
作废。▲海南宝路水产科技有限公司，公
章，财务章，合同章磨损作废。▲秦桂云遗失海南保亭闽庄园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庄园御景5#楼
803收款证明收据1张，编号为：
0010059，现声明作废。▲郑飞遗失广州天力物业发展有
限公司陵水分公司PA122-1装修
押金收据客户联一张，编号:
8930987，金额:10000元，特此声
明作废。▲林梦依遗失广州天力物业发展
有限公司陵水分公司PA121-2装
修押金收据客户联一张，编号:
8930988，金额:10000元，特此声
明作废。▲马江不慎遗失中国富力红树湾-
D04-1区6栋-3单元-1803房的
商品房认购书一份，认购书编号
HK400865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儋州联翔黑猪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信用代码93469003MA5RCT
E98Q)拟向儋州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申请注销，债权债务人见报45
天内到本社办理事宜。

公告
(2020)琼01执86号之一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周安源与
被执行人海南振发物业发展有限
公司国内非涉外仲裁裁决一案中,
拟将海口市蓝天路南侧金桃苑C
幢 1804 号房屋过户至周安源名
下。对上述房产的权属有异议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十日内以书
面方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本院将依
法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二○年三月十六日

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人民政府
关于原云龙投资公司和云龙产业
园二期项目用地清表的通告
云龙产业园规划范围内的原云龙
投资公司和云龙产业园二期项目
征地已基本完成。为了加快项目
建设，带动地区发展，促进农民增
收，根据区委、区政府工作部署，将
立即对该项目用地进行开发建
设。请在该项目征收范围内涉及
到的户主，务必在本通告发布之日
起 7 日内自行清理青苗和地上
附着物（含坟墓等）完毕。逾期未
清理的视为无主物，由政府统一
清除。

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人民政府
2020年4月6日

减资公告
海 南 海 旗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91460300594904903B）股东决定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

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00万元

减少至人民币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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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0898-36660306

减资公告
海南广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代

码:914690256710872746）股 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

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壹

仟万元减少至人民币壹佰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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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家华18876961500

公告
(2020)琼01执85号之一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唐秀燕与

被执行人海南振发物业发展有限

公司国内非涉外仲裁裁决一案中，

拟将海口市蓝天路南侧金桃苑C

幢 1803 号房屋过户至唐秀燕名

下。对上述房产的权属有异议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十日内以书

面方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本院将依

法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二○年三月十六日

▲周波（于2020年4月2日）遗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460102198004272717,特此声明。
▲本人刘孟丽，不慎遗失儋州信恒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
南海花岛收据1份，楼盘名称：中
国海南海花岛，2号岛277栋1605
号房，收据编号:HHD5068672,
金额:21597元,声明作废。
▲海南省生理科学学会遗失社会
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证号：
琼社证字第119号，声明作废。
▲ 本 人 黄 伟 坚（身 份 证 号 ：
441824197408295113）不慎遗失
儋州信恒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
的中国海南海花岛收据六份，编
号：HHD4060686，金额：20000
元 ，日 期 ：2017.6.30；编 号 ：
HHD4078847，金额：50000元，日
期2017.12.18；编号：HHD4076504，
金额：16743元，日期：2017.12.26；
编号：HHD5004342，金额：62247
元 ，日 期 ：2018.9.1；编 号 ：
HHD5004341，金额：20000元，日
期：2018.9.1；编号：HHD5162212，
金额57829元，日期：2019.6.25，特
此声明作废。
▲陈小强遗失海口市美兰区白沙
坊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征
收货币化安置协议，登记顺序号：
1291，现场编号：S7-1-701。声
明作废。
▲三亚明光保洁服务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
代码：046001800104，发票号码：
00765070，声明作废。
▲三亚明光保洁服务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
代码：046001800104，发票号码：
00765069，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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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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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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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29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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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76071190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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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商铺出租
金濂路正业广场467m2商铺出租，
电话：13876086424

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记者陈
聪 熊丰）记者从5日举行的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商
务部会同海关总署、国家药监局于3
月31日发布关于有序开展医疗物资
出口的公告。如医疗物资出口中出现
质量问题，将认真调查，发现一起，查
处一起，切实维护“中国制造”的形象，
更好地发挥医疗物资对支持全球疫情
防控的重要作用。

商务部外贸司一级巡视员江帆介
绍，公告要求出口的检测试剂、医用口
罩、医用防护服、呼吸机、红外体温计
等五类产品，必须取得我国医疗器械

产品注册证书，符合进口国家和地区
的质量标准要求，海关部门凭药监部
门批准的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书验
放。

江帆表示，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
在生产、认证、通关等环节加大监管力
度，对假冒伪劣、扰乱秩序的行为，一
经发现将严厉打击，依法惩治，绝不姑
息。在中国主动担当、严把出口产品
质量关的同时，也希望有关国家和地
区在进口环节进行必要的质量检验，
同时严格按照产品适用范围和操作规
程正确使用。

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监督管理司

副司长张琪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国家
药监局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医疗器械质
量监管。截至3月底，共开展针对疫
情防控医疗器械的应急注册检验、应
急评价检验以及监督抽检等各种形式
的检验共计8069批次，总体质量状况
符合要求。

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记者李
延霞 熊丰）商务部外贸司一级巡视
员江帆5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新闻发布会上说，在中国疫情防控形
势向好、国外疫情加速蔓延之际，愿
意在做好国内疫情防控的基础上，为
有关国家和地区提供力所能及的支

持和帮助，中国没有也不会限制医疗
物资出口。

江帆表示，取得我国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批准的产品注册证的医疗器械
生产企业目前有2000多家，对外国采
购商来说，可供选择的供货商数量相
对充足，供货质量更有保障。

她表示，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国
医疗物资出口规模一直稳步增长，将
为国际社会抗击疫情提供更有力的
支持。

据了解，为保障疫情防控物资有
序通关，海关总署成立了专项工作组，
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医用口

罩、医用防护服、呼吸机、红外体温计
等出口医疗物资，严格凭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批准的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书
验放；支持企业通过电子方式提交相
关证明；加强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坚决
查处防疫商品侵权行为；对于出口伪
报瞒报、夹藏夹带、以假充真、不合格
冒充合格等违法行为依法严厉打击。

海关总署综合业务司司长金海
介绍，从海关统计数据看，今年3月
下旬以来，出口疫情防控物资增幅比
较大。从3月1日到4月4日，全国
共验放出口主要疫情防控物资价值
102亿元。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加强医疗物资质量监管 严控出口质量
中国没有也不会限制医疗物资出口

4月4日，在英国伦敦，英国内阁办公厅大臣
迈克尔·戈夫在疫情发布会上讲话。

英国卫生部4日发布的新冠疫情数据显示，
与前一天相比，英国新增确诊病例3735例，累计
确诊病例41903例，累计死亡4313例。英国内
阁办公厅大臣迈克尔·戈夫在当天的疫情发布会
上说，政府正从多国购买呼吸机，当天已有300
台全新的呼吸机从中国运抵英国，“我在此感谢
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给予的支持”。戈夫还说，本
地多个厂商也在加紧生产这类急需设备。

新华社发（英国首相府供图）

英国确诊病例破4万

300台呼吸机从中国运抵

英国送出战疫经济“礼包”
为受疫情影响无法工作的人提供80%工资保障
为企业提供3300亿英镑纾困贷款

据新华社伦敦4月4日电（记者于佳欣 桂
涛）日前，为补贴企业、刺激经济，帮助民众渡过
难关，英国推出力度空前的战疫经济政策。英国
政府为受新冠疫情影响无法工作的人提供80%
的工资保障，个体户享受企业员工同等待遇；为
企业提供3300亿英镑（约合4000亿美元）纾困
贷款，约为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5%；与此同时，
英国央行也将基准利率降到0.1%的历史低位。

面对疫情蔓延，各界认为英国政府这次送出
了力度空前的战疫经济“礼包”，被称为二战以来
英国政府“对市场最大规模的干预行动”。

4月4日，在法国东南部德龙省伊泽尔河畔
罗芒镇，警方人员在案发现场附近调查。

法国东南部德龙省4日发生持刀袭击事件，
一名男子在该省伊泽尔河畔罗芒镇街头持刀袭击
路人，造成至少2人死亡、8人受伤，其中7人伤势
严重。 新华社/美联

法国东南部发生持刀袭击事件
造成至少2人死亡、8人受伤

据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记者
张骁 马晓冬）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
长、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
任、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5
日在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首都北京疫
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不可掉以
轻心。

徐和建表示，当前北京疫情防控
工作，有两个关键词值得重视：一是疫
情防控常态化。在全球疫情不断加速
蔓延态势下，作为国际交往中心，北京

疫情防控在短期内完全结束是不可能
的，很有可能较长时期处于疫情防控
的状态，这是基于首都疫情防控的复
杂性、长期性、艰巨性所决定的。第二
个关键词是紧抓窗口期。全国范围内
和北京市基本阻断疫情传播，虽有境
外输入和零散病例发生，但疫情防控
总体可防可控可预期，现在是在确保
疫情防控前提下加快复产复工复业、
全力以赴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的最佳窗
口期，要紧紧抓住，不可错失良机，我
们拖不起也拖不得。

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

北京有可能较长时期处于疫情防控状态

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记者张
骁 马晓冬）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
星火在5日举行的北京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发布会上通报了4日北京
市新增报告1例境外输入病例的相关
情况。

庞星火介绍，某女，无业，2019年
9月前往英国伦敦探亲。2020年3月
19日，与丈夫乘坐国航CA938航班
从英国伦敦出发，20日到达北京首都
机场。抵京后，夫妻经海关检疫，申报
健康无异常，遂至集中医学观察点进
行隔离观察。25日，隔离点动员隔离
观察人员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夫
妻均未参加。

30日晚，该女士出现咳嗽、咳痰、
恶心、精神不振等症状，自行服药，在工
作人员询问其健康状况时未报告。4月
3日，夫妻解除隔离，由集中隔离点车辆

转运至市内集散点，后由家人驾车接回
小区，在小区保安处出示隔离证明、进
行登记、测体温后回家。3日晚患者出
现高热，达39℃，4日上午由家人驾车
送至北京朝阳医院就诊，采集患者标本
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
性，即由120救护车送至定点医院治
疗。结合患者境外旅居史、肺部影像、
血液检查等诊断依据，4日诊断为确诊
病例，临床分型为重型。已对密切接触
者采取相应管理措施。

庞星火表示，该患者在隔离观察
期间出现症状，在工作人员询问时未
报告，导致延误治疗，就诊时已发展为
重型，进入重症监护室治疗。庞星火
提示公众，在医学观察期间出现任何
身体异常，均要及时如实报告健康状
况，否则可能延误治疗时机，甚至增加
传染他人的风险。

隔离期瞒报症状延误治疗：

返京女子成新冠肺炎重症患者

美联社报道，特朗普4日与全国
橄榄球联盟委员罗杰·古德尔、美国男
子职业篮球联赛主席萧华通话，讨论
如何再次填满体育场馆。

特朗普在通话中说，他希望观众
尽快回到体育场馆的座位上。“我希望
球迷们回到场馆。我们尽快！”

庄北宁（新华社专特稿）

特朗普：美将进入“最难”时期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4日警告，美国即将进入“最艰难”时期，同时表达对保持社交

距离指导方针的不耐，称“对策不应比问题更糟”，希望尽快重启经济。

特朗普在白宫每日疫情发布会上
警告，美国即将进入“非常可怕的时
期”，将看到“一些非常难看的数字”。

“这可能是最难的一周，”他说，
“会有很多人死去。”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4日晚公
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新冠病毒感染者
超过30万，死亡人数超过8100。

“可怕”时期

随着失业率攀升至历史最高水
平、经济停顿，特朗普再次谈到希望尽
快复工，对于保持社交距离有些不耐。

美国首席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
奇在发布会上说：“目前的各种抗疫措
施有效。但再说一次，我们不能摧毁
我们的国家，”他说，“我一开始就说
了，解决办法不能比问题本身更糟。”

“对策不能糟于问题” “再次填满场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