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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为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二级子公司，主
要负责《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等报业集团有关子报发行和投递
保障工作。

目前，发行网络覆盖全省，其中海口地区设5个发行站和1个
零售站，自办发行队伍约200多人，各类投递车辆170多辆。其它
市县设有3个零售区域，19个代理商，发展零售队伍近500人。
目前自营和代理的报刊多达20多家。

因事业发展需要，现面向社会招聘中心会计、出纳和投递员各
一名，诚邀优秀人士加盟！

一、岗位任职要求
（一）会计核算岗：
1. 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会计或财务管理专业，学士学位，具

有中级及以上职称者优先考虑。
2. 具有较扎实的会计、税法理论功底和较丰富的会计实务经

验，掌握行业财税政策法规与国家财政税务等政策法规。
3. 熟练掌握EXCEL等财务办公软件。
4. 具有较强的管理能力、逻辑分析能力，有团队精神，善于沟通。
(二)出纳岗：
1.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会计或财务管理专业，学士学位，具

有出纳岗位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2.熟悉掌握行业财税政策法规与国家财政税务等政策法规。
3. 熟练掌握EXCEL等财务办公软件。
4. 善于处理流程性事务，与会计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确保财

务安全。学习能力强，有上进心，工作细致、认真，责任心强，沟通
顺畅，有团队精神。

（三）投递员：

1．高中及以上学历，男女不限，身体健康。
2. 工作认真负责，能吃苦耐劳，善于沟通，有发行经验者优先

考虑。
二、招聘时间及要求
（一）报名时间：即日起至5月29日止。
（二）报名要求：应聘人员须如实向我单位提交简历、身份证、

毕业证和职称证等相关证书，并准确填写《应聘表》。
三、录用程序
（一）资格审查：根据应聘人员报名信息进行资格审查确定参

加考试人选。资格审查贯穿于招聘全过程，对弄虚作假、不符合应
聘条件等的，一经发现，取消其应聘、考试、录用资格。

（二）考试：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两部分，面试采用结构化面
试，笔试采用闭卷考试。

（三）录用：根据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确定拟录用人选，并
开展职业素质及工作现实表现情况调查。

（四）体检：对拟录用人员安排入职体检，体检不合格者，取消
录用资格。

（五）聘用：根据综合成绩排名，结合职业素质及工作现实表现
情况调查结果，按相关程序择优确定录用人员。

录用人员原则上实行试用期。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予以正
式聘用；考核不合格的，按规定取消聘用。

（六）递补说明：招聘过程中，各环节入围人选因个人原因放弃
资格的情况及空缺名额，可从同一岗位且考试达到合格分数线以
上的人员中，按规定的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

四、联系方式：郭小姐 0898-66810753
吴小姐 0898-6681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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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云岛山实业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何国富）法人章、发票专用章，

现声明作废。

▲海南双豪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专用章和法人章各一

枚，声明作废。

▲林宏雄不慎遗失坐落于东方市

四更镇四南村委会的土地证，证

号：东方集用（2012）第 117191

号，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万宁市公安局二次认尸启事
我局现存放于万宁市人民医院太平
间的无人认领无名尸体接收时间与
发现地点详细如下:1、2019.3.14礼
纪镇石梅湾；2、2019.8.25后安镇多
荫村委会；3、2019.5.5东和农场晓
利公司工地东侧太阳河内；4、
2019.8.2东澳镇神州半岛海边；5、
2019.12.28龙滚镇；6、2020.2.11兴
隆农场23队山上；7、2020.2.23东和
农场双溪桥东侧。望其家属自登报
之日起七天认领，逾期将按规定处
理，如有上述相似失踪者，请速与万
宁市公安局刑警大队联系。电话:
0898-62222584联系人:吴警官、
刘警官。

▲文昌如家房产顾问有限公司遗

失一枚公章，声明作废。

▲ 黄允不慎遗失海南华侨城实业

有限公司曦海岸项目 11 号楼

1103房收据，编号为0000458,金

额为贰万元整（小写：20000.00

元）,现声明作废。

▲ 黄允不慎遗失海南华侨城实业

有限公司曦海岸项目 11 号楼

1103房认购书，编号为0000140,

现声明作废。

▲海南新概念律师事务所程玲敏

于2020年 5月 20日遗失了由海

南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执业证，执

业证号为：14601201611718407，

流水号：10715982，声明作废。

▲姜维琴遗失居民身份证，证件编

号：460027197110074199，特此

声明。

▲王雷孙不慎遗失护士执业证书

一本，证号:201846001959，现特

此声明。

▲三亚游娜旅业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三亚谜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大

东海分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声明作废。

▲三亚谜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

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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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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街办公出租
金濂路正业广场，467m2，商铺办
公出租。电话：13876086424

生命至上 人民至上
中国抗疫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绝不放弃任何一个生命

“挽救生命，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就付出百分之
百的努力。”这是中华民族融入血脉的道德坚守，也是中
国救治新冠肺炎患者始终坚持的首要原则。

经过98天的精心救治，5月13日上午，79岁的马女
士终于出院了！

2月5日，当马女士从其他医院转进北京地坛医院
重症病房时，病情已非常危重，呼吸极度窘迫，随时可能
因缺氧失去生命。命悬一线之际，医护人员迅速为马女
士进行了插管，勉强保住了性命。然而，2月9日晚，汹
涌的病情再度袭来，当晚10点多，北京地坛医院重症医
学科主任刘景院带领团队为马女士紧急安装了体外人
工膜肺（ECMO）。

保护气道、清理痰液、实施气管切开手术……照顾
马女士的医护人员像走钢丝一样小心翼翼地全力抢救，
确保踩准救治的每一个平衡点。

数据显示，仅武汉确诊的2500多名80岁以上高龄
患者中，救治成功率接近70%，年纪最长者达108岁。
极高的老年人救治成功率是中国坚持“生命至上”原则
的充分体现。

“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摆在第一位”“尽最大
可能挽救更多患者生命”“最大限度提高治愈率、降低病
亡率”……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部署，要求全力
以赴救治每一个患者。

——挽救生命，中国千方百计不惜代价。ECMO是
重症患者的“救命神器”，全球存量仅千余台。为最大限
度满足湖北重症患者需求，通过紧急采购和国内征调，湖
北一省就集中了100多台，约占全国保有量的四分之一。

——挽救生命，中国不断夯实相关保障。患者治疗
费用，财政兜底负担；足额发放各类补助；外来人员、困
难群众应保尽保。截至3月21日，全国各级财政安排
的疫情防控投入已达1218亿元。

“你若性命相托，我必全力拼搏。”面对病情重、变化
快、传染性强的危重症患者，医护人员想尽一切办法、不
舍昼夜从病魔手中抢时间。

经过顽强拼搏，绝大多数省份实现确诊病例和新增
病例“双清零”，7万多名患者治愈出院，武汉保卫战、湖
北保卫战取得决定性成果，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
略成果。

一个国家有多尊重生命就会挽救多少生命。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率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风雨同舟、勇抗疫情。从呱呱

坠地的婴儿到怀胎七月的孕妇，从垂暮之年的孤寡老人到生活困难的残障人员……中国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放在第一位，始终把特殊群体安危视作头等大事，不惜代价、不计成本全力畅通抢救生命的“绿色通道”。

同心抗疫、不胜不休

危机面前，如何对待生命，考验着一个国家和社会的良知和行动
力。“生命至上”，让人们看到中国党和政府践行一切为了人民初心时
的郑重承诺；而“中国必胜”，则是中国人民发自肺腑的坚定信念。

从1月23日史无前例地宣布对一座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实施封闭，到4月
26日武汉在院新冠肺炎患者清零，中国让世界认识到，即使在疫情最严重
的情况下，也能通过科学防控、精准救治、团结一心，遏制住疫情蔓延的态势。

——一切为了人民，是同心抗疫的重要支撑。
国家财政紧急下拨疫情防控补助资金，各地纷纷加大疫情防控投

入，呼吸机、防护服、救护车等各类医疗物资全国调运，粮油、蔬菜、水
果等各类生活必需品八方汇集。

据国家医保局披露，确诊住院患者人均医疗费用达到2.15万元，
重症患者人均治疗费用超过15万元，这些费用除部分由医保报销外，
其余均由国家财政补助，从根本上解决了民众就医的后顾之忧。

——一切从人民出发，是应对疫情的关键所在。
此次疫情中，中医药“瑰宝”为救治轻症患者、防止病情进一步恶

化发挥了巨大作用。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由全国4900余名中医药人员共同筛选出

的“三药三方”等中医药帮助全国各地超7.4万名确诊患者，有效率达到
90%以上。集中隔离、普遍服用中药，为阻击疫情蔓延筑起坚固防线。

实践再次充分证明，中医药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屡经考验，历久弥
新，值得珍惜，这是“以人为本”的生动体现。

——一切依靠人民，是抗击疫情的制胜法宝。
疫情防控关键时刻，党员干部不畏艰险、冲锋在前，2.4万名志愿者

奔走在武汉街头巷尾。他们守望相助，帮助居民代购代送粮油、果蔬
和药品；他们风雨同舟，重点对孤寡老人、困难儿童、特困人员、残疾
人、确诊患者家庭、医护人员家庭等特殊群体提供关爱服务；他们不辞
辛劳、协助做好居民心理疏导和情绪抚慰，传递信心和力量……

疫情既是一次大战，也是一次大考。
人类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关键时刻，习近平主席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

视频会议开幕式致辞中深刻指出：“中国始终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

在海外疫情持续蔓延之际，中国与各国患难与共、守望相助，尽己
所能向国际社会伸出援手。开设疫情防控网上知识中心，公开诊疗方
案、防控方案，设立抗疫合作专项资金，向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医
疗物资援助，支持发展中国家疫情防控和卫生体系建设……

“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支持
世卫组织就是支持国际抗疫合作、支持挽救生命。”……

习近平主席的话语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
理念为国际社会团结合作、抗击疫情指明了方向，为世界各国人民同
舟共济、战胜病魔坚定了信心。

（据新华社北京5月23日电 记者胡喆 王琳琳 侯文坤）

最精锐的医疗资源向最需要的地方集中

为国者，以民为基。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战“疫”，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疫情防控战略策略作出部署，成
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派出中央指导组……

为应对疫情，中国调集全国最优秀的医生、最先进的设备、
最急需的资源，以期最大程度提高检测率、治愈率，最大程度降
低感染率、病亡率。

五个“最”贯穿了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始终。
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疫情暴发后，全国340

多支医疗队、超过4.2万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中国最顶尖的10个
院士团队奋战一线，全国近十分之一重症医学骨干接力上阵……

举全国之力、集优势兵力，尽锐出战，昼夜不息。
“我们是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的！你们哪个医院的？”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加油！”
2月7日，两支医疗援助队在武汉天河机场相遇，他们将共

同接管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在机场，他们自报家门互相
加油，感动千万网友……

当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打响，“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
西华西”，中国四大知名医院汇聚江城，从四方赶来、支援武汉。

兵“桂”神速、“湘”互扶持、竭“晋”全力、鼓足“赣”劲、力
“皖”狂澜、“粤”来越好……多省份对口帮扶、“搬家式”支援。

随着全国各地、多个学科的医疗队员驰援武汉，多学科、多
团队协作，成为武汉各重症收治医院病房中的常态。在严谨的
病理研究基础上，中国的重症患者救治模式持续优化，由单纯
肺脏治疗为主向多器官支持为主转变，呼吸功能治疗和管理愈
加精细化。一支支“护心队、护脑队、护肝队”纷纷成立，不仅治
好患者因感染新冠病毒而引发的肺炎，更让患者全面康复。

“这次的医疗支援行动始终以医疗救治需求为导向，可以
说覆盖全、效率高、成建制、调度科学有序，成为抗击疫情、护佑
生命的关键力量。”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燕红说。

患者人数猛增、医院床位告急，众多轻症患者或疑似病人
如何得到妥善救治？当疫情的乌云密布江城，十多个方舱医院
迅速建成，托起轻症患者“应治尽治”的希望。

“这是国家在关键时期的关键部署，也是我国公共卫生防
控的重大举措，以往没有采用过。”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呼吸与
危重症医学专家王辰院士说。

“在方舱医院，医护人员会密切监测患者生命体征，指导进
行口服药、肌肉注射等，并备有关键医疗设备。如果患者好转
痊愈，经过检测可以出院，万一病情加重，可马上转至定点医
院。”支援武汉的中日友好医院心脏科专家任景怡说。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派出131名队员奔赴武汉支援（2月7日摄）。 新华社发

世卫组织：

南美已成全球疫情新“震中”
据新华社日内瓦5月22日电 世界卫生组

织卫生紧急项目执行主任迈克尔·瑞安在22日举
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南美
洲目前已经成为新的全球新冠疫情“震中”，其中
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巴西。

瑞安在世卫组织总部召开的视频记者会上
说，许多南美国家的确诊病例数在不断增加，“很
明显，不少国家都对此表示担忧，但目前受影响最
严重的是巴西”。

巴西卫生部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当
地时间22日19时，巴西24小时内新增确诊病例
20803例，创单日增量新高，累计达330890例。目
前，巴西超过俄罗斯，成为全球病例数第二多的国家。

巴坠机事故找到97具遗体
机上2人幸存 造成地面17人受伤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5月23日电（记者李浩
蒋超）巴基斯坦军方23日说，在该国南部信德省首
府卡拉奇22日发生客机坠毁事故后，救援人员已搜
寻到97具遇难者遗体，机上2人幸存。信德省卫生
部门官员说，坠机事故造成17名地面人员受伤。

当地媒体援引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发言人
阿卜杜拉·哈菲兹的话说，这架空客A320型客机
载有91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事发时正执行由
巴东部城市拉合尔飞往卡拉奇的航班。

信德省卫生部门媒体协调员米兰·优素福对
当地媒体说，虽然客机坠毁在人口稠密的居民区，
但目前未收到有地面人员死亡的报告。

信德省卫生部门23日说，已确定19名遇难
者身份。

据报道，飞机降落前，飞行员联系塔台人员，
说飞机遇到技术故障。巴民航局发言人伊斯梅
尔·霍索告诉新华社记者，“飞行员并未选择降落，
而是在空中盘旋，在与地面控制人员失去联系后
不久坠毁在居民区”。

湖北省中医院医护人员对
新冠肺炎治愈患者进行艾灸治
疗（4月21日摄）。 新华社发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22日发布的新
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
22日19时32分（北京时间23日7时32分），美
国累计确诊病例达1600481例，累计死亡病例
达95921例。 新华社发

美国新冠确诊病例超160万例

一项研究显示

羟氯喹和氯喹
对治疗新冠无明显益处

据新华社伦敦5月22日电（记者张家伟）英国
《柳叶刀》杂志22日在线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抗疟
疾药物氯喹或者羟氯喹无论是单独使用还是与特定
类型抗生素结合使用，都对治疗新冠病毒感染没有
明显益处，使用不当甚至可能引起一些并发症。

来自美国布里格姆妇科医院心脏和血管中心
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分析了不同医院共96032名新
冠病毒感染患者的相关数据。他们中有1868人
仅使用氯喹来治疗；3016人仅使用羟氯喹；3783
人结合了氯喹和一种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来使用；
6221人结合了羟氯喹与一种大环内酯类抗生素
来使用。另外81144人被归类到对照组。

分析结果显示，使用氯喹或者羟氯喹来治疗
新冠病毒感染患者，无论是否与大环内酯类抗生
素结合使用，不但没有明显疗效，还可能加大心脏
相关并发症风险，甚至增加死亡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