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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陵水博超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公章，营业执照正本、副本，证
号：460034200034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南宝汇隆专营店遗失联通机
打 发 票 ，编 号 ：62282801-
62282900，声明作废。
▲东方和荣木业开发有限公司公
章不慎遗失，现声明作废。
▲郭泽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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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813，金额：50000元，收据编
号：0004872，金额：170098元，特
此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典 当
▲琼海同创多杰复合材料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广东长征电气工程有限公司海
南分公司不慎遗失分公司章、财务
专用章，声明作废。
▲陈玉榕不慎遗失护士执业证书，
编号:201946002494，特此声明。
▲澄迈县公安局老城分局遗失海
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编号：
0509159541，金额：500000元，声
明作废。
▲陈培根不慎遗失房屋租赁证，地
址：海甸岛万福新村A4栋402房，
租赁证号：[2017]第24510号，房租
所有权证号：HK01852，特此声明。
▲许书庆遗失座落于秀英区东山
镇光明村委会上龙村五队集体土
地使用证，证号：海口市集用
（2010）第035437号，声明作废。
▲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扬佳村民
委员会上祝村民小组遗失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07379901，
声明作废。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注销海口市国用(95)字第

19532号土地登记和补发不动产

权证书的通告

海资规〔2020〕3622号

吴爱香向我局申请补办位于海口

市龙华区新民西路67号土地面积

为10.6平方米宗地的《国有土地使

用证》。经查，吴爱香持有的海口

市国用(95)字第19532号《国有土

地使用证》已登报挂失，现通告注

销该证项下土地登记，上述土地证

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凡对此有异

议者，请自通告之日起十五天内向

我局龙华分局提出书面申诉。逾

期无异议,我局将依法补发上述宗

地的不动产权证书。(联系人：陈先

生 68512605) 2020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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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注销海口市国用(1999)字第

4479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和补发

不动产权证的通告

海资规[2020]3546号

张瑞云向我局申请补办位于海口市

美兰区岭下村,使用权面积为

148.41平方米的海口市国用(1999)

字第4479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经调查，上述《国有土地使用证》已

登报挂失，现通告注销，该证不再具

有法律效力。凡对此有异议者，请

自本通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海口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提出书

面申述。逾期无异议,我局将依法

给张瑞云补发上述宗地的《不动产

权证》。(林先生 65328217)

2020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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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坟墓搬迁公告
因定安县新竹绿色建筑产业基地

项目建设需要，请在大路东水库一

支渠左侧至何达华胶园范围内的

坟主自公告刊登之日起至2020年

4月17日到新竹镇政府办理登记

和补偿手续。在2020年 4月 30

日前完成坟墓搬迁工作。逾期未

迁将按无主坟墓处理。

定安县新竹镇人民政府

2020年4月10日

通告
浙江天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职

工匡德华于2020年 4月 10日在

我中心诊断为职业性矽肺叁期合

并肺结核，请贵公司到我中心领取

《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特此通告

海南省职业健康管理中心

▲海口市龙华区沁源幼儿园不慎
遗失开户许可证原件，核准号为
J6410020014201,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52460106395601379J，账号为
46001007636052503112，特此声明。
▲杨小青（身份证：431002197502
215024）于2002年2月17日在海
南妇产科医院出生一名男婴，其出
生证遗失，编号：A460044019，声
明作废。
▲海南南电电力设计有限公司遗
失海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
码 ：4600192130，发 票 号 码 ：
01459505，声明作废。
▲福建省宏闽电力工程监理有限
公司遗失福建增值税专用发票，发
票代码：3500173160，发票号码：
01055432，声明作废。
▲符琼英遗失位于东方市八所镇
琼西路新小线西侧港城地质家园
7# 楼 601 房 ，不 动 产 权 证: 琼
（2018）东 方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17238号，现声明作废。

▲方建周遗失建筑施工特种作业
操 作 资 格 证 ，证 号 ：琼
A052017000009，现声明作废。
▲方建周遗失建筑施工特种作业
操 作 资 格 证 ，证 号 ：琼
A052017000035，现声明作废。
▲保亭保城老车站正宗抱罗粉店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
号：JY24690290003097，声明作废。
▲海口市新坡镇青青幼儿园遗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14654801，声明作废。
▲定安县富文卫生院遗失由中国
人民银行核发的银行开户许可证
一 本 ， 核 准 号 为 ：
J6410002696702，声明作废。
▲昌江乌烈琼D52481货运车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69031600083722，声明作废。
▲薛尚玲遗失道路货物运输人员
从 业 资 格 证 一 本 ，证 号:
460003198407083217，流水号:
4600031003，声明作废。

广告·热线：66810888

新华社北京 4 月 10 日电 （记
者罗沙 杨维汉）近期一些地方出
现湖北籍劳动者受到区别对待、难
找工作甚至被无故辞退的情况，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主
任郭林茂10日对此表示，要依法查
处和纠正拒绝招录疫情严重地区
劳动者等行为。

“湖北人民特别是武汉人民不畏
艰险、顽强不屈，自觉服从疫情防控

大局需要，主动投身疫情防控斗争，
付出了极大努力。随着疫情防控形
势持续好转，各地企事业单位陆续复
工复产，广大劳动者逐步返岗工作。”
郭林茂表示，劳动权是宪法赋予公民
的一项基本权利。我国劳动法律从
不同角度，对保障劳动者公平就业、
禁止就业歧视作了明确规定。

郭林茂介绍，就业促进法规定，国
家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

出位置，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创造公平
就业环境，多渠道扩大就业。根据劳
动法、就业促进法，国家保障劳动者
公平就业，反对任何形式的就业歧
视。用人单位以劳动者地域不同为
由解除劳动合同，也违反劳动合同法
相关规定，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各
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依法对
用人单位执行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对违法行为予以制止，

并责令改正。
郭林茂强调，不分情况的地域

恐避和歧视，损害了劳动者公平就
业的权利，既不合法，也不利于巩固
疫情防控成果和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针对个别用人单位拒绝招录、
无故辞退湖北籍劳动者的现象，各
地方要及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

一是按照党中央要求，畅通劳动
者就业渠道，切实消除劳动者返岗就

业中存在的工作机制障碍，创造良好
的公平就业环境。

二是严格执行劳动法律法规，
针对拒绝招录疫情严重地区劳动
者、以来自疫情严重地区为由解
除劳动关系等行为，要依法查处
和纠正。

三是要加大法律宣传力度，引
导用人单位依法招工用工，切实维
护劳动者公平就业的权利。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依法查处和纠正拒绝招录疫情严重地区劳动者等行为

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记者
伍岳 张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失业保险司司长桂桢 10 日在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为应对疫情的影响，保障失业人
员基本生活，国务院实施了延长大
龄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限、
阶段性实施失业补助金政策、阶段
性提高价格临时补贴三项新举措。

据桂桢介绍，三项举措具体来说
分别是：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
就业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一年的人
员，将失业保险金发放至法定退休年
龄；对2020年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
旧没有就业，及不符合法定领取失业
保险金条件的参保失业人员，发放6

个月的失业补助金；对领取失业保险
金的人员和领取失业补助金的人员，
今年3月到6月将双倍发放价格临时
补贴。

她说，失业补助金政策是特殊时
期出台的一项特殊政策，标准不高于
当地失业保险金的80%。这项新政
策将现行的失业保障范围扩展到了
全部参保失业人员。目前全国已有
8个省制定了实施细则，3个省已经
实际发放。

“截至3月底，全国已经向230万
名失业人员发放失业保险金93亿元，
代缴医疗保险费20亿元，发放价格临
时补贴6亿元，向6.7万名失业农民合
同制工人发放了一次性生活补助4.1

亿元。”桂桢说。
同时，针对疫情对失业人员办理

领金手续造成的影响，桂桢表示，人社
部正加快推进线上申领失业保险金，
确保失业人员应保尽保、应发尽发。

“目前，我们已经向社会公布了
297个城市的网上申领平台，力争4
月底之前所有地级市实现网上申领。
失业人员可以到中国政府网、国务院
客户端的复工复产专区，各级人社部
门的官网、官方公众号还有国家社会
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掌上12333APP
上查询当地失业保险金申领网址。”桂
桢说。

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记者
张泉 伍岳）财政部社会保障司副司

长王新祥在10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财政部
在前期已提前下达1030亿元的基础
上，很快还要下达约530亿元的困难
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共安排了约
1560亿元，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实
际执行数。

王新祥说，新冠肺炎疫情对困难
群众的生活造成了较大影响，同时也
加大了地方相关支出压力，这项资金
将帮助各地做好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工
作，同时落实好国务院关于阶段性加
大价格临时补贴力度的要求。

“这项资金是困难群众的救命钱，
一分一厘都要用好、管好。”王新祥说，
为此，财政部和民政部等有关部门不

断完善政策措施，加大监管力度，努力
突出“精准”“及时”“安全”三个原则。

王新祥说，保障好困难群众的基
本生活，一直是各级财政的支持重
点。近年来，各级财政不断加大投入
力度，完善补助政策措施，主要从三个
方面来加强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保
障：对困难群众给予社会救助、向优抚
对象发放抚恤和生活补助等、向符合
条件的参保失业人员发放失业保险金
或者失业补助金。

“下一步，财政部将会同有关部
门继续完善补助政策和资金监管措
施，支持和指导各地合理提高补助水
平，切实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兜底
保障工作。”王新祥说。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三项新举措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
财政部安排约1560亿元用于困难群众生活保障

外交部发言人驳斥美方
涉世卫组织、涉台不当言论

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记者温馨）外交部
发言人赵立坚10日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涉世卫
组织及涉台不当言论进行驳斥。

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9日称，世卫组织
在今年1月14日的声明中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没
有人传人的迹象，国际社会未能得到台湾方面的
信息，美对此深感不安。

赵立坚在10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
关提问时说，新冠病毒对人类来说是一种全新的
病毒，有一个认识和研判的过程，这是符合科学规
律的。1月20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高级别专
家组对外通报，确认有人传人的现象。1月20日
至21日，世卫组织派团对武汉进行了考察，世卫
组织驻华代表高力博士21日表示，最新信息显
示，新冠病毒已经存在一定程度的人传人现象。
可以说，世卫组织在中方对外确认出现人传人现
象并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第一时间发布了权
威信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或机构都不会在
不掌握充分、有效证据的情况下就贸然下结论。

赵立坚说，美方称国际社会未能得到台湾方
面的信息，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台湾同胞是我
们的骨肉同胞，没有人比中国中央政府更关心台
湾同胞的健康福祉。疫情发生后，中国国家卫生
健康委及时主动向台湾地区通报疫情信息。1月
中旬，应台湾地区相关部门请求，台湾地区医疗专
家到武汉进行了实地全面考察，并同大陆专家进
行了交流。台湾地区医疗专家对大陆方面的接待
表达了由衷感谢。”

赵立坚说，世卫组织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联
合国专门机构，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等国际组织活
动，必须在一个中国原则下通过两岸协商作出合
情合理安排。根据中方同世卫组织达成的安排，
台湾地区设有《国际卫生条例》联络点，能够及时
获取世卫组织发布的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
息，台湾地区发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也能
够及时向世卫组织通报。台湾地区的医疗卫生专
家可以参加世卫组织相关技术会议，有需要时世
卫组织专家可赴台湾地区进行考察或提供援助。
这些安排都确保了无论是岛内还是国际上发生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台湾地区都可以及时有效应对。

赵立坚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世卫组
织始终秉持客观科学公正立场，积极主动履行自
身职责，为协助各国应对疫情、推动国际抗疫合
作做了大量工作，得到了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和高
度赞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有关说法违背事实、
颠倒黑白，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企图转移视线、
转嫁矛盾，这无助于缓解美国当前的疫情，也不利
于国际抗疫合作，损害的只能是美国自身的信誉、
形象和利益。“我们奉劝美方尊重客观事实，尊重
国际公论，把精力用到本国疫情防控上。中方将
和国际社会一道，一如既往坚定地支持世卫组织
工作，支持世卫组织在全球抗疫合作中继续发挥
领导作用。”

支持实体经济！

一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
增加7.1万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记者吴雨 张千
千）中国人民银行10日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
一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7.1万亿元，同比多
增1.29万亿元。3月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2.85万
亿元，同比多增1.16万亿元。

央行数据显示，3月末，我国人民币贷款余额
160.21万亿元，同比增长12.7%，增速比上月末高
0.6个百分点。一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贷款主要
投向实体经济。

数据显示，一季度，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
6.04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3.04万亿元。

从货币供应看，3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
208.09万亿元，同比增长10.1%，增速分别比上月
末和上年同期高1.3个和1.5个百分点。

同日发布的社会融资数据显示，3月末社会
融资规模存量为 262.2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5%。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1.08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2.47万亿元。

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10日晚同委内瑞拉总统马
杜罗通电话。

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
民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诚
挚慰问和坚定支持。习近平指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方始终本
着公开、透明、负责任态度，及时同
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分享疫情信

息，广泛开展国际合作。我们秉持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有需要的
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
助。我十分关注委内瑞拉疫情发
展。我注意到，委内瑞拉政府迅速
采取果断防疫举措，充分体现了对
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高
度负责态度。中方理解委方当前
处境，已向委方提供了多批防疫物

资援助，并派出了高水平医疗专家
组。我们愿同委方加强防控合作，
继续提供帮助。

习近平指出，中委是全面战略
伙伴，两国人民有着深厚情谊。中
方支持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捍卫国
家主权、维护社会稳定、改善民生，
支持委内瑞拉人民探索符合本国国
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继续为推动

委内瑞拉问题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
作用。

马杜罗表示，中方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斗争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中
方成功做法值得委方学习借鉴。中
方为委方抗疫提供了大量援助，并
派出医疗专家组同委内瑞拉人民并
肩战斗。对正处于困难时刻的委内
瑞拉人民来说，中方的支持和帮助

尤为珍贵，以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
了团结合作精神。我代表委内瑞拉
人民向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
国人民表示敬佩和感谢。委方愿同
中方加强疫情防控领域交流合作，
并支持世卫组织工作。委内瑞拉珍
视同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希
望同中国继续加强合作，共同推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10日晚同墨西哥总统洛佩
斯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当前，墨西哥等拉
美和加勒比国家疫情不断发展，我
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墨西
哥政府和人民表示诚挚慰问和坚

定支持。相信在总统先生领导下，
墨西哥能够尽快战胜疫情。中方
愿继续向墨方提供力所能及的支
持，包括协助墨方在中国采购急需
防疫物资。双方还可以继续以专
家视频会议等方式交流防控和诊
疗经验。

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秉持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开展抗疫国际
合作，坚定支持世卫组织工作。在二
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
峰会上，我就抗疫国际合作和稳定世
界经济提出了4点倡议。中方愿同
包括墨西哥在内的各成员国加强沟

通协调，落实峰会共识。相信通过这
次抗疫合作，中墨两国人民友谊将不
断深化，双边关系的战略性将不断提
高。中方愿同墨方加强在联合国等
多边框架内沟通协调，共同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洛佩斯表示，墨方当前正处于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困难时刻，中
方为墨方抗疫提供了宝贵支持和帮
助，这对墨方非常重要。墨西哥同
中国一直保持着兄弟般的友好关
系，墨方将继续致力于积极发展对
华关系，同中方加强抗疫和公共卫
生等各领域交流合作。

习近平同墨西哥总统洛佩斯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日前同阿根廷总统费尔
南德斯互致信函，就两国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交换意见。

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

人民对阿根廷政府和人民抗击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表 示 诚 挚 的 慰
问。习近平表示，中方坚定支持
阿根廷抗击疫情的举措，向阿方
紧急提供了抗疫物资，两国专家

举 行 了 疫 情 防 控 经 验 交 流 会 。
中方愿继续同阿方分享防控经
验和诊疗方案，向阿方提供力所
能及的物资帮助，加强抗疫交流
合作，为维护全球和地区公共卫

生安全作出积极贡献。
费尔南德斯感谢中方为阿方

提供大力支持。费尔南德斯表
示，中国在疫情防控中展现出强
大领导力和创造力，为阿根廷树

立了榜样。中方拥有全球最专
业的防控经验，我们希望向中方
学习借鉴。我坚信，两国防控疫
情合作将深化阿中人民的友好
互惠关系。

习近平同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就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互致信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