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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的通告
海资规〔2020〕3432号

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
一条规定和《海南省加快积压房地
产产权确认工作实施办法》的有关
规定，我局已将海南凤凰地产有限
公司持有的原海口市国用(2007)
字第005793号土地证项下43.85
㎡分摊土地使用权确权给王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第十二条和《土地登记办法》的
有关规定，现决定注销海口市国用
(2007)字第005793号号土地证项
下43.85m2土地使用权登记。特
此通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4月7日

公告
海南大洋湾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李赫与你公司劳
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2019〕
第3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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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号仲裁裁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遗失声明
海南德明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 信 用 代 码
91460000MA5TD6QG6P）遗 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和法人章，声明
作废。

▲海南鳌海能源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Z6410000517104，声明作
废。
▲齐彩霞不慎遗失五指山避暑山
庄二期E4栋706房票据壹张，号码
为：0004609，声明作废。
▲吴颂明不慎遗失二级建造师建筑
专 业 注 册 证 书 ，编 号: 琼
246060800341，特此声明。
▲陈亚妹遗失座落于海口市月朗新村
15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海口国
用（93）第字8966号,声明作废。
▲陈亚妹遗失座落于海口市月朗新
村16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
海口国用（93）第字8965号,声明作
废。
▲海南聚广汇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三亚大钱龙投资有限公司拟向三
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
相关债权债务人自见报日起45日
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告
（2020)琼01执145号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
南仲裁委员会（2020）海仲字第
924号裁决书及权利人的申请，立
案执行申请执行人林耀福与被执
行人海南博电资源有限公司合同
纠纷一案，申请执行入林耀福申请
将海南博电资源有限公司名下位
于海口市疏港大道海口电力村东
洋大厦第24幢201号房转移登记
至申请执行人名下。如对上述财
产权属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
出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逾
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财产。
特此公告 二0二0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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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小欢，刘英遗失绿地集团海口
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海南绿地海德
公馆车位款收据壹张，收据编号：
0012109，金额：50000元，特此声
明作废。
▲儋州松涛龙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公章不慎遗失，现声明作废。
▲李吉飞不慎遗失东方市八所镇小
岭村集体土地使用证，证号：东方集
用（2012）第120013号，声明作废。
▲陵水三才陵星水泥石膏制品厂遗失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469034L66790036X，特此
声明。
▲陵水望农丰农资发展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省医院协会原公章年久破
损。现声明作废。
▲海南世贸财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现声明作废。
▲苏萍遗失海南工商职业学院毕业
证 ，专 业 ：电 子 商 务 ，编 号 ：
138761201906000796，声明作废。
▲五指山市毛阳中心卫生院遗失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编 号 为 ：
641000006991， 核 准 号 ：
Z6410001102801，现声明作废。
▲韩运光不慎遗失坐落于文昌市重
兴镇重兴村民委员会礼村集体土地
使用证，土地证号：文集用（2012）
第008043号，特此声明。
▲韩运光不慎遗失坐落于文昌市重
兴镇重兴村民委员会礼村集体土地
使用证，土地证号：文集用（2011）
第064048号，特此声明。
▲陈文娜不慎遗失海南省卫生学校
毕 业 证 书 ， 毕 业 证 号:
HN2012211731075，特此声明。
▲昌江石碌鸿红足疗坊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委领取仲裁裁决书（海口市西沙路
4 号 ， 联 系 电 话:0898-
665220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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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

声明
日前，在市场上出现一波，以中合
动能（海南）石化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的名义，乱发、乱签销售合同，并
且收取客户的货款和居间费的现
象，我公司对这种违法行为声明，
凡与中合动能（海南）石化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所签的合同，必须经过
本公司合同备案和合同的正确地
址、电话、法人签字、盖章，才有法
律效应。否则，视为无效合同，并
且追究其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中合动能（海南）石化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

联系电话：0898-68532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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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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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口
发
行
站

市
县
代
理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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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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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79383
66110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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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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陈亚妹遗失座落于海口市月朗新
村17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
海口国用（93）第字9025号,声明作
废。
▲洋浦金荣国际贸易开发实业公司
遗失公章；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
册号：28424416-1，声明作废。
▲潘家炳遗失坐落于铺前镇东坡村
民委员会同坡村的集体土地使用
证,证号:文集用（2011）第011371
号,特此声明。
▲海南耀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
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一本，证书编
号为：（琼）JZ 安许证字 [2014]
S0151，特此声明作废。
▲保亭三道槟榔谷商业服务部不慎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
JY1469029000067，声明作废。
▲罗力立于2020年4月19日因保
管不善遗失海南省司法厅2017年
5月9日颁发的律师执业证书，律师
执 业 证 书 号 ：
14601201711624714，执业证书流
水号：10716183，现声明作废。
▲黄子航于2017年11月10日遗失
身份证，签发机关：大冶市公安局，有
效期：2009.06.12—2029.06.12，身
份证号：42022119760630802X，声
明作废。
▲国电海南大广坝发电有限公司工
会委员会遗失工会法人资格证书正
本，证号：工法证字第213300026
号，特此声明。
▲海口美兰奥葳家常菜馆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本 ， 注 册 号 ：
460108600246230，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四云奶盖贡茶饮品店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
编号：JY24601060066991，声明作
废。

声明
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长埇村民
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遗失公章，
特此声明。2020年4月15日

▲万宁万城滨湖高达钢材店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69006MA5RH2F47X，声
明作废。
▲万宁万城滨湖高达钢材店不慎遗
失 税 务 登 记 证 副 本 ，证 号:
460024196911105238，声明作废。
▲张科介、张辉、李玉珍三人遗失坐
落于西秀镇荣山村民委员会荣山经
济合作社的集体土地使用证，证号：
海口市集用（2011）第010335号，
声明作废。
▲马先富遗失坐落于定安县见龙大
道南侧春阳·江城国际B栋B3单元
10层 1003 房的房产证，证号：琼
（2019）定 安 县 不 动 产 权 第
0002997号，声明作废。
▲海南昌江华城渔业有限公司遗失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469031000012928，声明作废。
▲罗浩文遗失琼D56098道路运输
证正副本，证号:469026003493，
声明作废。
▲临高县畜牧兽医局遗失中国工商银行
临高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Z6410000524702， 账 号 ：
2201025929200056127，声明作废。
▲三亚圆缘圣达旅游景区管理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2005679513762，声明作废。
▲定安县雷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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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6410009291103，
声明作废。
▲定安春阳节能材料预制厂遗失由
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银行开户许可
证 一 本 ， 核 准 号 为 ：
J6410005435601，声明作废。

广告·热线：66810888

债权转让公告
截止至债权转让之

日，我司将上述林宇鹏等

20户所剩余本金及其相

应的利息，诉讼费、律师

费、公告费、执行中所产生

的评估、开锁费等已产生

或未来可能产生的费用，

还包括执行罚息等相关权

益，转让给陈龙（身份证：

460003198610253218）

特此公告

海口邦信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

2020年4月17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债务人
林宇鹏

黄华、符井欢
黄靖、李燕玲

儋州北源装饰装
修有限公司

陈忠文、莫泽雅
符有松、汤兴兰
钟博成、卞斯花
张用杰、卢世英
汤琼红、张宽怀
吴周科、王慧

王红杰、符林丽
石奇虎、陈太金
张用杰、汤良燕
刘茂荣、桂科莲
黄万生、李小春
张用强、卞元美
张香荣、卞在兰
王华荣、柳江花
李进能、梅圣缨
黄梅、苏香发

合同编号
21011170439【借】-01
21011161090【借】-01
21011130103【借】-01

21010130041【借】-01

21011150297【借】-01
21011180137【借】-01
21011170943【借】-01
21011180657【借】-01
21011180741【借】-01
21011170418【借】-01
21011180400【借】-01
21011180483【借】-01
21011170476【借】-01
21011170274【借】-01
21011170445【借】-01
21011170717【借】-01
21011180690【借】-01
21011180165【借】-01
21011180164【借】-01
21011150326【借】-01

放款时间
2017年7月3日
2017年1月4日
2013年12月9日

2013年8月21日

2015年12月3日
2018年4月20日
2017年11月7日
2018年10月26日
2018年11月30日
2017年6月20日
2018年7月27日
2018年8月29日
2017年7月3日
2017年4月28日
2017年6月23日
2017年8月24日
2018年11月12日
2018年4月28日
2018年4月28日
2015年12月10日

基准日本金余额
494,897.99
246,198.04

1,745,697.99

0.00

12,993.41
100,000.00
60,000.00
60,000.00
50,000.00
91,698.81
100,000.00
80,000.00
60,000.00
60,000.00
100,000.00
60,000.00
5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5,822.08

基准日利息余额
159,480.07
66,083.28

2,532,397.24

467,310.34

26,999.56
14,538.97
12,152.52
5,591.32
4,712.86
24,608.90
5,715.55
4,498.98
7,889.58
19,819.71
12,180.92
3,547.85
6,564.80
10,242.86
12,335.66
12,325.74

基准日罚息余额
170,017.44
31,016.91

1,266,196.72

233,655.67

13,130.78
6,476.15
5,803.71
384.58
631.05

12,304.45
2,510.64
1,387.27
2,277.18
10,099.33
3128.92
1,178.93
564.9

4,874.00
5,117.00
6,041.63

(人民币：元）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联系人：王城
联系电话：18976936049
住所地：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副楼13-14层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公告发布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

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

分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
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
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编号：工银2020年

003号资产包（海南地区资产）]，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

省分行（含各分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

权及担保合同及其他法律文件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长

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海南省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

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

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

及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20年4月17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附： 公告清单
基准日：2019年10月20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1

2

原债权行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三亚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海口新华支行

债务人

三亚鹿回头
旅游区开发
有限公司

海南华侨商
业有限公司

担保人

闫琦、
三亚万通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三亚鹿回头
旅游区开发
有限公司

海南华侨商
业有限公司、
海南诺赢科
技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22010262-2009年(三亚)字0007号

22010203-2012年(新华)字0034号
0220100084-2018(展期)0009号
0220100084-2016年(新华)字00034号
0220100084-2017年(展期)字0001号
0220100084-2018(展期)0001号
0220100084-2019(展期)0001号
0220100084-2016年(新华)字00083号
0220100084-2017(展期)0003号
0220100084-2018(展期)0002号
0220100084-2016年(新华)字00119号
0220100084-2017年(展)字0004号
0220100084-2018(展期)0003号

担保合同

22010262- 2009 年
三亚(抵)字 008 号、
22010262- 2009 年
三亚(抵)字 009 号、
2009年三亚（保）字
第007号

22010203- 2014 年
新华(抵)字0003号、
2018 年新华(保)字
第0003号、
2019 年新华(保)字
第0002号、
22010203- 2012 年
新华(质)字0047号

本金余额

276，000，000.00

326,300,000.00

利息余额

8,025,972.47

4,735,379.99

杜秀福、杜海娃、杜小波、杜海漫、梁兰英：
你们已就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道道客社区龙昆南路51-1

号房屋（现场编号：E84-1+E86）与原海口市琼山区重点项目推进管
理委员会（现海口市琼山区征收局，以下简称“我局”）签订了《海口市
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征收货币化安置协议》
（档案编号：HCH3824，以下简称《货币化安置协议》）。根据上述协
议约定，我局已向你们支付了征收补偿款、按时签约搬迁奖励、提前
签约搬迁奖励及其他补助款项共计30897467元（大写：叁仟零捌拾
玖万柒仟肆佰陆拾柒元整），但你们至今未按照上述协议约定进行搬
迁，经多次催促，你们仍不及时办理搬迁手续，你们的行为已构成违
约，严重影响了红城湖棚改项目建设。

现我局再次催告你们，限你们在收到本催告之日起7日内自行搬
迁，腾空房屋并与红城湖棚改指挥部办理搬迁手续及交付被征收房
屋，否则我局有权要求你们退回已向你们支付的按时签约搬迁奖励
和提前签约搬迁奖励共计7117446元（大写：柒佰壹拾壹万柒仟肆佰
肆拾陆元整），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组织强制拆除。

特此催告！
海口市琼山区征收局
2020年4月17日

搬迁催告书 海南通宝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8）琼9003执1058号

受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司对下列涉案需变现财产进
行公开拍卖：被执行人海南惠民农产品出口配送有限公司位于澄迈县
金马大道4公里处西侧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为52539.13平方米，
国有土地证号：金江国用2012第4792号】及地上附着物，参考价：
4212万元，竞买保证金：900万元。现将第三次拍卖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20年5月7日16:00；
2、拍卖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土地交易厅；
3、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0年5

月6日16:30止；
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20年5月6日16:30前到账为准；
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儋州市人民法院；开户行：儋州市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账号：1010888390002915；
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8）琼9003执1058号竞买保证金（如

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纳）；
7、标的情况说明：整体拍卖，不分开。标的物按现状净价拍卖，买

受人承担一切税费。拍卖机构电话：0898-66723114、13036099114
拍卖机构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龙珠大厦第四层B座
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监督电话：0898-23886359

“周末2.5天”弹性作息，仅仅“看上去很美”？
4月11日，南京市宣布试行每周休息2.5天的政策。此前，浙江、江

西及甘肃省陇南市等地也发文鼓励推行“周末2.5天”弹性作息政策。
“周末2.5天”弹性作息政策，就是在周六、周日外，增加周五下午半

天休息时间。这一政策各方怎么看？落地情况如何？

“政策试行后，我和家人周末去
郊区玩了一趟，消费2000元左右。”
陇南市武都区商务局工作人员王海
燕说，疫情期间高强度工作了一个多
月，能好好休息两天半，同时还拉动
了消费，挺好的。

在江西，宜春市总工会、宜春市
文广新旅局特意组织干部职工带头
试行“周末2.5天”弹性作息。“为推进
文旅企业复工复产，两家单位组织前
往宜春市国家5A级旅游景区明月山
游览，职工都积极报名参与，共计
100人左右。”宜春市文广新旅局副

局长付誉贵说，希望通过两家单位的
带头执行，让这一做法在全市范围内
推广开来。

实际上，早在2015年8月，国务
院办公厅就曾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
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鼓励
弹性作息；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可根
据实际情况，依法优化调整夏季作息
安排，为职工周五下午与周末结合外
出休闲度假创造有利条件。

与以往相比，此次浙江、江西、甘
肃陇南、江苏南京等地鼓励试行“周
末2.5天”弹性作息，主要目的是为了

减轻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提振旅游市
场信心，拉动假日消费。同时，多地
还推出发放消费券、景区门票优惠等
活动，进一步刺激线下及文旅消费。

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民宿协会
副会长鲍红女说，现在，安全、环境、
舒适度是游客最关注的问题。如果
试行“周末2.5天”弹性作息，人们周
末出游半径会相应增加，很多人会
选择“3天2晚”的旅行方式，住宿和
餐饮需求也会随之增加，这对郊区
游、民宿、“农家乐”等都是很大的
利好。

记者采访发现，目前能执行“周末
2.5天”弹性作息的单位，多是工作相
对稳定、时间固定的部分政府机关、事
业单位和某些国有企业。而政府部门
的窗口服务单位、基层单位及私营企
业，落实这一政策的难度较大。

一些基层干部表示，基层公务员
日常加班非常普遍，连双休日和带薪
年休假都难以执行到位，“周末2.5
天”弹性作息只能是奢望。

浙江一家中小企业负责人祁同

刚说，受疫情影响，现在许多企业尤
其是中小微企业经营面临困难，利润
减少；此时让员工实行“周末2.5天”
弹性作息，无疑将加重企业负担。

“别看销售的工作看起来很有
弹性，但说到底工资是绩效制，有
时周末还要陪客户，给自己放假就
等于减收。”浙江一家民企的采购
人员罗霄说。

业内人士认为，“周末2.5天”弹
性作息政策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带

动旅游业及上下游产业的发展，但由
于这只是地方性政策，并非国家法定
制度，没有刚性要求，具体能否落实
由各单位自行安排，在目前情况下很
难全面推开。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许光建说，一些
地区鼓励“周末2.5天”弹性作息，在
当前特殊背景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这种弹性作息，要在遵守法律规定
每周工作40小时的前提下执行，确保
不影响正常工作和生产活动。

不少网民担心“周末2.5天”弹性
作息会成为少数部门、少数人的变相
福利。多位专家认为，“2.5天”休息模
式既不能成为少数人的福利让大多数
人望“假”兴叹，也不能让政府部门的
政务服务“缩水”，给群众办事带来不
方便，同时给企业增加负担。

“每周休息两天半会不会是挪
假？会影响正常收入吗？如果有更
具体的指导方案和配套鼓励政策，
企业会更积极，员工也会更期待。”
罗霄等人表示。

江西省旅游文化研究会副秘书
长曹国新说，可总结各地经验，完善
实施办法；对一些保障公共服务的
窗口部门、医院等单位，可通过提供
轮休、换休，来解决公平性问题。

浙江省社会学会会长杨建华认
为，鼓励企业实施这项政策，政府需
拿出真正的实惠。比如，对于实施
这项政策的企业，要给予一定的税
收优惠，或者降低企业、个人的社保
成本，以减轻企业压力，增强企业和
员工的积极性。

曹国新认为，可能将有更多的
省份出台类似的消费刺激政策。有
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应进一步优化休
假安排，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鼓
励错峰休假和弹性作息；同时，大力
开发更多更优质的休闲度假旅游产
品，进一步完善旅游基础设施，让更
多老百姓能休假、爱休假、休好假，
让假日消费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
亮点。（据新华社杭州4月16日电）

多地鼓励“周末2.5天”弹性作息促假日消费

“周末2.5天”弹性作息能落实吗？

如何让更多人享受到政策红利？

新
华
社
发

校外培训机构不得违规
提前预收培训费

据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记者16日从教
育部获悉，针对近期少数面向中小学生的线下社
会培训机构提前收取培训费、有的线上培训超期
收取培训费的情形，教育部发出提醒，校外培训
机构不得违规提前预收培训费，广大学生家长不
要超期超前交费，要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教育部表示，近期，少数面向中小学生的线下
社会培训机构提前收取秋季甚至更长时期的培训
费，有的线上培训超期收取培训费，违背了培训机构
收费管理的有关政策，加重了群众的经济负担。

对此，教育部提醒各面向中小学生的校外培训
机构，要严格遵守相关规定，收费时段与教学安排应
协调一致，不得一次性收取或通过拆分合同等形式变
相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费用。培训费一般应
于临近培训课程开班前收取，不应过早提前收取。

A

B

C

工信部：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平均开工率达99%

据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记者刘开雄 伍
岳）16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
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司长许科敏表
示，截至4月14日，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
开工率已达99%，人员复岗率达到94%，精准有
序推动制造业复工复产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就当前境外疫情快速扩散蔓延，制造业复工
复产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许科敏表示，工信
部按照以大带小、上下联动、内外互动的思路，针
对制造业复工复产中的问题进一步采取措施，推
动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

针对各方关注的产业链、供应链的问题，许科
敏表示，工信部将推动产业链各环节协同复工复
产作为工作重点，加强与有关部门、地区及企业的
沟通协调，通过抓龙头企业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大
中小企业协同复工复产，实现良性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