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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西部再生资源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公章不慎遗失，现声明作
废。
●海南岚晴居中东方置业有限公
司遗失澄迈县房产预售许可证，证
号：【2016】澄房预字048号，声明
作废。
●海口市秀英区小豆丁幼儿园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34601050002926，声明作
废。

●高成亮不慎遗失海南宝名置业

有限公司白金海岸二期27#1903

房（810000元）收据一张，编号：

7932566，特此声明作废。

●儋州市那大镇解放社区居民委

员会不慎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儋州中兴支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10002384604，现

特此声明。

●陵水椰林北斗兴发商行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符策总、魏秋妹不慎遗失文昌春

良实业有限公司天域华府一期房

的收据（收据金额为8739元整），

收据号为N07039968，声明作废。

●陈积月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注

册证号：461315900874，声明作

废。

●保亭保城达荣五金商行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口市国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

号：琼山籍国用（2002)字第 22-

0001号，声明作废。

●王玉洁（身份证号:3203231995

08207026）遗失新闻记者证，证

号:B46000166000121，特此声明。

海口市南海公证处公告
马淑珍拟继承吴喜娃遗留的位于
海口市滨海大道76号海口港爱华
小区05幢303房，自本公示发布
日起七日内如有利害关系人有异
议 ，可 向 我 处 提 出 ，电 话
68563965，钟公证员。

清算公告
海口海星舞蹈文化艺术培训中心，
举办者申请终止办学和注销，机构
更改为海南海星舞韵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
内来我中心办理相关事宜。联系
人：刘家良，联系地址：海口市海秀
东路 74号鸿泰大厦 5楼，电话：
15308967071， 邮 箱 ：
3507377184@qq.com，清算起止
时间：2020年12月24日—2021年
2月7日，清算成员：吴莲娜、荣秋棠、
刘家良、陈雪晖。2020年12月24日

法人变更公告
我合作社原法定代表人方小何现

变更为陈不焕。2020年7月28日

前所发生的任何债权债务问题与

现法人无任何关系，所有债权债务

由原法人承担。特此公告

临高旺乐渔业专业合作社

捐赠公示
三亚市河西区慈善超市截至2020

年12月15日已完成清算，清算结

束日剩余财产为 149771.02 元。

现将剩余财产全部捐赠予三亚市

天涯区慈善会，用于扶贫、济困、助

残、助老等公益慈善项目。特此公

示。 2021年1月14日

迁坟公告
海南崂滨精酿啤酒厂项目用地位

于海榆中线中德双顺食品加工厂

北侧。现项目建设用地范围内仍

有坟墓未迁移，请有关坟主于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到屯

城镇政府办理登记迁移手续，并自

行迁移，逾期未迁移的按无主坟进

行处理。特此公告

联系人：王先生（13907533621）、

李先生（15008098781）

屯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月15日

●本公司江西赣东路桥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不慎将中国银行海南省
分行营业部开户许可证遗失，账
号 ：267502582233，核 准 号 ：
L6410000418101，特 此 声 明 作
废。
●吴金花、王志榜遗失座落于海口
市府城镇甘蔗园国有土地使用证，
证号：海口市国用（2010）字第
013835号，声明作废。
●万宁依云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0年2月6日）遗失公章一枚，
特此声明作废。
●黄飞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地字第
469034201300959，用地项目名
称：私人住宅，用地位置：陵水县椰
林镇新桃源安置区81号，用地面
积：144平方米，声明作废。
●黄世该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地字第
469034201300960，用地项目名
称：私人住宅，用地位置：陵水县椰
林镇新桃源安置区82号，用地面
积：144平方米，声明作废。
●韩昆畴不慎遗失琼海市建设工
程规划临时许可证，证号：96177，
特此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土地通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
注销土地证和办理不动产权证的

通告海资规琼山[2021]32号

张太勇土地位于海口市琼山区红
旗镇龙榜村委会龙榜村民小组，土
地面积98.39平方米。该宗地四
至为东至空地、南至空地、西至空
地、北至空地。该宗地原土地使用
证证号为海口市集用（2010）第
018942号，已登报挂失。现我局
通告注销该证，该土地使用证不再
具有法律效力。如有异议，请自通
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我局琼山分
局提出书面申诉，逾期视为无异
议，我局将依法办理上述宗地的不
动产权证。特此通告。联系地址：
海口市琼山区建国路1号；电话：
65636782 2021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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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扫码查阅广告

投资集团诚招
海南全岛房产项目、收购、合作开
发、包销等。电话：18976712666。

招 商

新春好礼万宁港北马鲛鱼
订购热线13198961639

出售礼品

上市公司支撑，医疗健康综合型
服务平台，现诚邀海南省 35 位
合伙人。诚邀热线：13707580171、
17789765551

诚邀合伙

供 求

定安福园寻找老客户
原定安福园公墓已由海南荣承接管
更名为忆庐生命文化纪念园，期盼老
客户和我们联系4000-600-992

求购房产

求购房产
海南全省

3000-30000m2 作企业培训基地
杨先生13983099971价格面议

清算送达

清算公告
海南紫贝游艇产业有限公司承接
的蜈支洲1、2、3、5、6、7、8、9号，牛
奇洲5、7、8、9, 蜈潜一号，海棠之
星1号游艇进行上排维修及保养
工程及趸船装修工程已竣工结算，
现我公司成立项目清算组，负责处
理该工程项目债权债务等后续事
宜，请与本项目有债务关系的所有
人或机构见公告之日起45天内持
相关合同及结算单据向清算组申
报，逾期按相关规定处理。
联系电话：138-7639-5397 杨泽
丰

海南紫贝游艇产业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3日

典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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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热线：66810888

龙昆商住楼项目位于海口市龙华路南侧，属《海口市大同片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LH0402001地块范围。项目拟建1栋地上6层商
住楼，送审方案指标符合控规要求。东、西侧退用地红线符合技术
规定要求。南、北侧建筑退用地红线不足，但建筑北侧与龙华商城
建筑间距为16.34米，南侧与相邻建筑间距为6米，均满足山墙间距
及消防要求。且已征得南侧南商大厦全体业主同意意见。为广泛
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予以规划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1年1月15日至1月28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

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zzgjcsgs@haikou.gov.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

2055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570311。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8724369，联系人：杜高翔。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月15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龙昆商住楼项目规划公示启事

海资规城设〔2021〕26号
海南文昌东方龙湾修建性详细规划（一期）项目（以下简称“该

项目”）位于清澜高隆湾高隆路东侧，建设单位为海南文昌隆盛置业
有限公司，用地面积97.4亩。该项目于2011年3月29日已经取得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批建内容为总建筑面积105206.61平方米，
计容建筑面积90515.3平方米，净用地容积率1.41。因施工图阶段
进行方案调整，导致该项目已建成计容建筑面积增加，调整后总建
筑面积106597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91396.46平方米，净用地容
积率1.423。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现
按程序对该项目方案调整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5天（2021
年1月15日至1月29日）；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文昌市政府网
站、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wczrzj@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文城镇清澜开发
区白金路2号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邮政编码571339；（3）意
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
电话:0898-63332018，联系人:黄晓静。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月15 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海南文昌东方龙湾修建性详细规划
（一期）项目方案调整批前公示

海汽集团铺面（房屋）招租公告
一、出租人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出租物业基本情况
（一）海汽大厦一至三层部分房屋，其中一、二层房屋面积

808.18平方米；三层房屋面积718.18平方米。
（二）海汽俱乐部四间铺面，东侧第一间487平方米（两层）；

东侧第二间16平方米（一层）；东侧第四间10平方米（一层）；西侧
第一间320平方米(两层)。

三、租赁期限、经营范围
租赁期限为3年。经营范围为办公、水吧、特产超市、蛋糕店、

花店、培训机构等临街商业，不得经营有噪音、油烟污染的商业。
四、报名提交材料
提供个人身份证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核对原件）等。
五、报名时间：截止日期为2021年1月21日17时
六、报名地点：海口市海府路24号海汽大厦11楼办公室
七、联系方式：王先生（海口）18789277553

符先生（海口）13307629552
2021年1月15日

1例死亡 12例出院

三问石家庄市新冠肺炎患者救治

1月14日，石家庄市集中隔离点工程项目正
采取昼夜连续施工的方式加紧建设。目前，该工
程地面硬化、水电等基建工程和集成房屋拼装已
全面展开。3000套集成房屋正由唐山市陆续运
抵正定县。图为工人在工地施工。 新华社发

石家庄集中隔离点加紧施工

不配合防疫登记

大连女子被免职
新华社大连1月14日电（蔡拥军 郭翔）大

连市纪委监委14日晚发布通报，对一女子进小区
拒不配合志愿者登记并给社区“卢书记”打电话要
求放行的当事人王琛明予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免职处理。

通报说，1月13日晚，网络传出大连市金普
新区一女子进小区拒不配合志愿者登记并给社区

“卢书记”打电话要求放行的视频。对此，大连市
纪委监委立即责成金普新区纪检监察工委进行核
查，并要求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处置。经查，
该女子为金普新区友谊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琛
明，“卢书记”为金普新区友谊街道康乐社区党委
副书记卢宪宝，网络反映问题属实。

通报说，1月13日19时30分许，王琛明在
结束疫情防控工作后返回居住地友谊街道华夏
金城小区，在小区卡口处，负责防控的志愿者让
其按要求登记姓名、电话、身份证号、出入时间
等信息，但王琛明没有填写身份证信息即要进入
小区，志愿者要求其补齐信息，王琛明当场拒绝
并拨打卢宪宝电话，要求卢宪宝告知志愿者让其
通行，卢宪宝考虑到王琛明系街道领导，遂告知
志愿者简单登记后予以放行。之后，王琛明便自
行进入小区。

通报说，王琛明作为街道分管疫情防控工作
的领导干部，理应带头执行和遵守疫情防控工作
要求，但却特权思想作祟，拒不配合防疫登记，
通过打招呼的方式谋求方便，扰乱疫情防控工作
秩序，影响志愿者工作积极性，造成严重不良影
响；卢宪宝作为社区干部，不正确履行职责，让
志愿者违规放行。2021年1月14日，王琛明受
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职处理，卢宪宝受到党
内警告处分。

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14日在京召开电视电
话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
院副总理孙春兰出席会议并讲话。
她强调，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始终绷紧疫情

防控这根弦，进一步压实“四方责
任”，毫不放松地做好冬春季防控工
作，确保疫情不出现反弹。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捷
主持会议。

孙春兰指出，当前我国疫情总体
得到有效控制，近期多地出现新的聚

集性疫情，防控任务依然艰巨繁
重。各地要把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
事，学习掌握各项政策规定和部署
要求，指挥体系24小时保持运行状
态，实行“零报告”制度。常态化时
抓好预防，落实戴口罩、勤洗手、不
聚集等要求，加强人员、物资、技术

储备，降低疫情反弹风险；疫情发生
后快速激活指挥体系，迅速组织核
酸检测，精准锁定重点人员并隔离
管控，切断传播途径。

孙春兰强调，要把农村地区疫情
防控作为重中之重，压实社区、乡镇、
村委会等责任，加强机场周边、城乡

结合部等地区防控，做好务工返乡人
员信息登记和健康监测。村卫生室、
个体诊所、药店等要落实首诊报告制
度，发现发热等疑似病例，2小时内必
须报告。倡导移风易俗，严格控制庙
会等民俗活动，暂停宗教场所聚集性
活动，减少人群聚集。

孙春兰在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坚决克服松懈麻痹思想 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1月13日0时至24时，石家庄市
新增本地确诊病例75例，新增死亡
病例1例，自4日起全市已连续11天
新增确诊病例呈两位数增长；14日，
石家庄市12例病患出院，这也是本
轮河北疫情发生以来第一批患者治
愈出院。

医疗救治是防疫抗疫焦点话题，
当前收治情况如何？如何更有效救
治？救治力量是否够用？记者对此
进行了深入采访。

收治情况如何？

记者了解到，目前石家庄市新冠
肺炎患者主要在河北省胸科医院进
行集中收治。1月14日下午，河北省
胸科医院首批12名新冠肺炎确诊患
者治愈出院，18名无症状感染者也解
除集中医学观察，转入康复阶段。

“此次疫情病例多数是通过核酸
检测发现的，多数病情较轻。”河北省
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河北
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呼吸一科主任阎
锡新14日表示。

河北省胸科医院党委书记、院
长吴树才介绍，他所在医院收治的
患者以普通型患者和无症状感染者
为主。重症患者均安排在医院ICU
病房集中救治，目前总体情况比较

稳定。
记者日前来到河北省胸科医院，

通过视频连线系统看到，每间普通病
房安排了两名新冠肺炎轻症患者，病
房内有电视和独立卫生间，每天一日
三餐医院免费配送。

国家卫健委救治专家、首都医科
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朝
晖表示，从目前累计发病数量上分
析，此次河北患者主要为普通型、轻
型和无症状感染者，重症患者数量不
算多、比例也不算高，患者病情总体
比较平稳。

针对13日首次出现死亡病例，
阎锡新说，经入院检查，该患者除感
染新冠肺炎外，还有严重的心肌损伤
等基础性疾病，转入胸科医院治疗后
病情进展非常迅速，短期内出现大量
器官损伤甚至衰竭，最后导致多器官
衰竭死亡。

“这位患者死亡，主要还是因为
本身患有较为严重的冠心病、糖尿
病、高血压、脑梗等基础性疾病。”中
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急诊科主
任齐文升说。

如何更有效救治？

“治疗方法上，我们采取的都是
总结摸索出来的成熟经验，比如将氧

疗、呼吸支持、脏器保护、俯卧位等方
法作为主要治疗手段，目前整体效果
较好。”童朝晖说。

据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
主任梁占凯介绍，目前已将患者分为
危重症、重症、普通型、轻型患者和无
症状感染者等类型，根据病情轻重，
分类采取救治措施：

——对重症患者。集中最优质
医疗资源、救治力量，一人一策一团
队一方案救治，国家级专家会同省、
市专家组住在医院，24小时在一线值
守；国家级专家每天逐一进行视频会
诊；国家卫健委第一时间调集武汉康
复者血浆用于救治。

据了解，此次治疗抢救这名死亡
患者时，国家级和省级专家联合会
诊，除药物治疗外，医院还采取了紧
急休克复苏、插管有创呼吸机辅助通
气、人工膜肺治疗等措施，但终究没
能挽救这名患者性命。

——对于普通型和轻型患者。
密切关注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
方案，突出中西医结合对症治疗，让
患者在轻症阶段得到治愈，防止转
为重症。

——对于无症状感染者。及时
进行抗病毒药物和中药饮片的预防
性用药，防止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
诊病例。齐文升介绍，此次中医医

师全程参与患者救治，中医药使用
率达到90%以上，中药治疗的效果
比较明显。

据了解，目前河北省胸科医院收
治患者中，还有许多儿童患者和患有
基础性病的老年人，对救治工作带来
了一定挑战。

吴树才说，考虑到患病儿童情
况比较特殊，医院专门安排固定护
士一对一包床到人，密切关注病情
变化，照顾日常生活，提供专门的饮
食、图书、玩具和生活用品，稳定患
儿的情绪。

“针对患有基础性疾病的老年
人，医院开展多科室专家联合会诊、
多病同治，根据病情安排个性化治
疗。”吴树才表示。

救治力量是否够用？

据了解，截至14日下午，河北省
胸科医院共收治患者超过479人，其
中重症14人、普通型296人、无症状
感染者169人，河北省内和省外调集
的医疗力量均优先保障这里的患者
救治工作。

记者在河北省胸科医院看到，医
院已将院区划分为治疗（污染区）和
办公（清洁区）两个区域，其中治疗区
专门收治患者和无症状感染者，所有

人员进行闭环管理，同其他区域间保
持物理隔离，医院内工作紧张有序。

据吴树才介绍，目前全院1100
多名医护人员已全员在岗，为了应对
接下来救治工作的需要，河北省从各
省级医院也抽调了多支医疗队伍、
500多人，都已进驻医院。

“我们病区共有10名医生、22名
护士，每4个小时排一个班，一个班2
名医生、4名护士，目前力量比较充足，
大家都能得到必要的休息。”河北省胸
科医院发热二病区主任董亚坤说。

针对当前救治力量，童朝晖表示，
目前，石家庄市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
主要依靠河北省内的医疗力量，省级
和市级医院人员和物资也比较充足。
北京来的国家卫健委救治专家主要是
来指导参与重症患者的治疗。

“目前，距离石家庄、邢台较近的
邯郸、保定、沧州、衡水和定州、辛集6
个市，正在加紧准备，随时支援石家
庄市和邢台市。”河北省政府副省长
徐建培说。

“当前河北省疫情仍然严峻，防
控救治工作压力很大，下一步要强化
定点救治医院、床位、人员等全方位
准备，确保一旦需要，队伍拉得出、物
资备得齐、措施跟得上。”徐建培说。

（新华社石家庄1月14日电 记
者孙铁翔 巩志宏 戴小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