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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公 告典 当

减资公告
盈动电子竞技（海南自贸区）有限

公 司 （ 代 码 ：

91460000MA5T8PWQ08）股 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

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伍

仟万元减少至人民币壹仟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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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磊15501777737

不动产权证书遗失声明
编号：202004010001

因权利人管理不善将以下三本不

动产权证书遗失，不动产权证书

号：临府林证字（2010）第033126

号，临府林证字（2010）第004242

号，临府林证字（2010）第004248

号，权利人姓名：陈仁清，不动产座

落：临高县博厚镇红牌村委会昌盛

村民小组，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

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规定，

申请补证，以上不动产权证书作

废。 临高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0年3月31日

商铺出售
现有海口市海垦路118号绿谷康

都9#楼7间临街商铺出售，该商铺

毗临金盘保税区，是城市的发展地

带，北临三叶大道，南靠城市主干

道南海大道，东接海垦路，交通极

为便利。数量有限，价格优惠，联

系电话：18976168506，32884981

海南三叶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4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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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
公告类信息：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广告热线：6681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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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3876833603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温馨提示：信息
由大众发布，消
费者谨慎选择，
与本栏目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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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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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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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陈行三遗失坐落于文昌市文城
镇南海村民委员会义门五村的集
体 土 地 使 用 证, 证 号: 文 集 用
（2011）第036977号,特此声明。
▲许立群遗失广州天力物业发展
有限公司陵水分公司PA106-2装
修押金收据客户联一张 (编号
5932305金额:10000元)，特此声
明作废。
▲琼中营根联安电脑技术服务中
心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遗 失

▲朱海娟遗失海口市《就业失业登

记证》证号4601080015005792声

明作废。

▲海南万宁万洲断业物资有限公

司明月苑酒店遗失中国农业银行

万宁市文行和乐营业所的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24743401，

声明作废。

▲田岗不慎遗失身份证，证号：

460004197704185019，现特此声

明。

▲文昌新桥高璋养猪场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60000MA5TBBE87B，特

此声明作废。

广告·热线：66810888

公示
债权人（海南中泰创展典当有限公司）与债务人（三亚金中海

国际置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在我处
申办了《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典当借款合同》公证【公证书编号：
（2017）椰城证字第5313号】。合同中双方约定债务人（三亚金中
海国际置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应在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五日止向
债权人（海南中泰创展典当有限公司）偿还欠款本金人民币柒佰伍
拾万元（7500000.00元），现截止二〇二〇年四月八日债务人尚欠
本息人民币肆佰伍拾万元整（4500000.00元），债务人未能按合同
中约定偿还上述债务，现债权人向我处申办强制执行公证。如有
利害关系人对上述公证事项有异议，请在公示之日起七日内向我
处提出书面意见。

海南省海口市椰城公证处
二〇二〇年四月八日

关于G98环岛高速公路青岭隧道
维修施工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G98环岛高速公路青岭隧道维修施工的需要，为保障施工
期间行车安全和工程施工安全，现需要对相关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
制，具体交通管制方案如下：一、管制时间。2020年 4月 14日至
2020年5月4日。二、管制路段。G98环岛高速公路K308+530
至K309+670青岭隧道。三、 管制方式。（一）2020年4月14日
至2020年4月24日，对青岭隧道左幅（海口往三亚方向）进行封
闭，由海口往三亚方向的车辆从G98西线高速K316+472九所立交
驶出高速公路→省道S313毛九线→G225海榆西线→G98西线高
速K296处三亚崖州中心渔港立交上高速，青岭隧道右幅（三亚往海
口方向）的车辆正常通行。（二）2020年4月25日至2020年5月4
日，对青岭隧道右幅（三亚往海口方向）进行封闭，由三亚往海口方
向的车辆从G98西线高速K296处三亚崖州中心渔港立交驶出高
速公路→G225 海榆西线→省道 S313 毛九线→G98 西线高速
K316+472九所立交上高速，青岭隧道左幅（海口往三亚方向）的车
辆正常通行。请途经管制路段的车辆,请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
或按现场交通安全管理人员的指挥行驶，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
请谅解。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20年4月10日

为人类战疫打造最有力的武器

全球合力加速研发新冠疫苗
10万、50万、100万、150

万……新冠病毒正在肆虐，全
球确诊病例数字不断跳动上
升。2019年年底开始，这场
疫情袭击多国，迄今已蔓延至
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同疾病较量，人类最有力
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
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
和技术创新。而疫苗对疫情
防控至关重要，已成为人类战
胜疫情的关键所在。

历史上，疫苗的研发时间
常以年计。然而，面对全球快
速传播的新冠疫情，尽快研制
出有效疫苗成为全人类迫在
眉睫的需求。

“我们正在一边飞行一边造飞
机。”美国梅奥诊所疫苗研究部主
任、《疫苗》周刊主编格雷戈里·波伦
如此形容当前的新冠疫苗研发。

疫情暴发后，中国在极短时间完
成了病毒的鉴定和测序，于1月12日
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了新冠病毒基
因组序列信息，在全球范围内共享。

这为各国病毒检测、治疗和疫苗研发
奠定了基础。

然而，疫苗研发是一项耗时久、高
风险、高投入的工作，需经历前期设
计、动物实验和总计三期临床试验。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2月表示，
新冠疫苗有望18个月内“准备好”。这
已是创纪录的高速。

谭德塞4月6日说，世卫组织有望
本周内宣布一项加速新冠疫苗研发和
生产的“大型方案”。他8日又透露，来
自世界各地的130名科学家、资助者和
制造商签署了一份声明，承诺与世卫组
织合作，加速开发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

这是一场以病毒为对手、与时
间赛跑的竞赛。

全球多国研究机构目前正戮力
同心，从不同技术路线多管齐下，同
时推进疫苗研发。

从全球范围看，目前正在研发中
的新冠疫苗涵盖了“老中青”三代技
术路线，其中亚单位疫苗、核酸疫苗
等是采用较多的技术路径。据中国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介
绍，中国新冠疫苗研发主要选择了灭

活疫苗、亚单位疫苗、腺病毒载体疫
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和核酸疫
苗5条主要技术路线。

目前，已有三家机构启动了一期
临床试验。

——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下属
的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和莫德
纳公司合作研发的mRNA疫苗已于3
月中旬开始临床试验。

——由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
医学研究院陈薇院士团队研发的

“重组新冠疫苗”也已开始一期临
床试验。

——第三款进入临床试验的新
冠疫苗是美国伊诺维奥制药公司研
发的DNA疫苗。

这是一场多条赛道、终点明确的
竞赛。

攻坚克难、加速研发，需要
全球科研人员携手努力。“疫苗
研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人类免疫学
教授徐小宁说。他认为新冠疫
苗研发最快还需要一年半到两
年时间才能完成，如果国际社
会加强在该领域合作，则有可
能加快研发进程。

世卫组织总干事新冠疫情
应对特使、英国帝国理工学院
全球卫生创新研究所联合主
任大卫·纳瓦罗博士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前
疫情是全球范围的紧急危机，
确认候选疫苗、建立疫苗有效
性和安全性准则方面的协调十
分必要。

在新冠疫苗研发进程中，

中国始终积极参与，贡献力量，
倡导合作，发挥了不可或缺的
作用：

——截至3月底，中国科研
人员已在《柳叶刀》《新英格兰
医学杂志》等国际知名学术期
刊上发表 50 多篇与新冠病毒
有关论文，与全球同行分享病
毒溯源、结构特征、感染机制、
流行趋势等方面的新发现。

——中国的新冠疫苗研发
项目高度开放。中国科技部副
部长徐南平介绍，中国同步推
进的5条疫苗研发技术路线均
对外开放，分别与美国、德国、
英国等国开展合作。

——中国企业也积极参与
全球疫苗产业链建设。

（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

加速研发 在大流行中吹响冲锋号

找准方向 多条技术路线并行

寻求突破 全球合作助力研发提速

在中国上海，工作人员在演示新型冠状
病毒mRNA疫苗实验过程。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武汉4月11日电 国家
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焦雅辉
11日说，武汉新冠肺炎患者中共有8
位年龄超过100岁的患者，其中7位
已经治愈出院，最大年龄108岁。

焦雅辉说，武汉新冠肺炎医疗救

治总体治愈率达到94%，其中80岁
高龄老人救治成功率近70%，这是非
常难得的成果。在武汉新冠肺炎病
例中，80岁以上的患者累计有3000
多人，重症发生率约40%。

焦雅辉介绍，在武汉新冠肺炎患

者医疗救治中，采用轻重症患者分级
救治。如果是65岁以下、没有基础
疾病的轻症患者一般在方舱医院救
治，65岁以上的患者，因为多伴有基
础疾病，一般采用住院治疗，而且要
收治到条件较好医院救治。

武汉8位过百岁新冠肺炎患者7位出院
最长者108岁

据新华社武汉4月 11日电 11
日，湖北重症、危重症患者首降至两
位数，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
员焦雅辉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说，重症、危重症患者救治难度依然
非常大，15日前将雷神山、火神山医
院患者转运到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

区等4家医院集中治疗。
焦雅辉说，截至11日，武汉市还

有94例在院重症、危重症患者，其中
5例在使用ECMO，31例进行有创的
机械通气，7例进行床旁血滤。重症、
危重症患者的共同特点是，绝大多数
年龄比较大、合并有基础疾病。由于

住院时间比较长，免疫力低下，需要
综合多器官的支持治疗、营养治疗，
救治难度还是非常大。

焦雅辉说：“把这些重症、危重症
患者向高水平医院集中，是为了确保
他们能得到最有效、综合的治疗，保
证治疗效果。”

雷神山、火神山医院患者
15日前转运至4家高水平医院集中治疗

教育部发布预警：

疫情期间未开学或未开课
不得提前收取学费

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 记者11日从教育
部获悉，针对近期个别学校和幼儿园在未开学开
课情况下预收学费（保教费）、住宿费问题，教育部
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发布预
警，强调未开学或未开课不得提前收取学费（保教
费），未住宿不得提前收取住宿费。

教育部在预警中指出，学费（保教费）不得跨
学年或学期预收。各地应按照当地人民政府关于
疫情防控工作的统一部署开学复课，指导各级各
类学校和幼儿园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的学校收费管
理工作。住宿费不得跨学年或学期预收。已按学
年收取的住宿费，应根据实际住宿情况合理确定
退费办法。

教育部提出，应全面落实好各项学生资助政
策，通过减免学费、住宿费，或发放临时生活补助
等方式，加大对患病和受到疫情影响的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资助力度。学校不得借疫情防控名义擅
自增设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
违规乱收费。同时，各省（区、市）要结合当地实
际，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疫情防控期间学校收费管
理，严肃查处各种乱收费行为。

世卫组织：

过早解除限制措施
可能导致疫情卷土重来

据新华社日内瓦4月10日电（记者刘曲）世
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10日表示，过早解除居
家隔离等限制措施可能导致疫情卷土重来。

谭德塞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过去一周在
西班牙、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等疫情最严重的欧洲
国家，新增确诊病例出现放缓。与此同时，一些国
家新增确诊病例加速增长则令人担忧。

美国核心CPI
十年来首次环比下滑

新华社华盛顿4月10日电 美国劳工部10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价格波动较大的能源和
食品后，3月份美国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环
比下降0.1%，为十年来首次下滑。

数据显示，受能源等价格下滑影响，3月份美
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环比下降0.4%，同比涨
幅为1.5%。当月，核心CPI自2010年1月以来首
次环比下降。

具体来看，受俄罗斯与沙特阿拉伯石油价格
战影响，3月份能源价格环比下跌5.8%，其中汽油
价格下跌10.5%；受新冠疫情影响，3月份机票价
格环比下降12.6%，酒店和汽车旅馆等价格下滑
6.8%，环比降幅均创历史新高；由于民众抢购洗
手液和肥皂等商品，当月家庭清洁产品价格上涨
1.1%，为2011年以来最大环比增幅。

经济学家预计，今年全年美国核心通胀率为
1.2%，低于美联储设定的2%通胀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