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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儋州市交通运输局2017年12月

遗失“儋州市道路运输管理证件专

用章”圆形直径3.0业务章一枚，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鑫晶健能源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100MA5RDC4Y8Q) 不 慎

遗失公章、财务章、发票章、合同专

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澄迈县教育科技发展基金会遗

失海南省公益事业接受捐赠统一

收据第二联（琼财非税[2013]4

号），收据号码：0105799，现声明

作废。

●陈朝光、陈朝荣遗失座落于新坡

镇民丰村委会梁陈村的集体土地

使用证，证号：海口市集用（2010）

第049824号，声明作废。

公示
我处于2019年1月16日受理黄学

英等人申请办理登记为莫泽德的

位于陵水县陵城镇土地使用权和

坐落于陵水县陵城镇和平路020

号房屋所有权的继承权公证，《国

有土地使用证》证号:陵国用(陵城)

字第00080号，《房屋所有权》证

号:房字第0449号。本处已出具

了继承权《公证书》,书号:(2019)

琼陵水证字第88号。本处再次征

询异议，凡对上述遗产继承有异议

者，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90日内

向我处提出，如逾期不主张，其法

律责任自行承担。地址:陵水黎族

自治县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联系人:陈儒勇0898-83324148

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公证处

关于依法解除合同事宜的公告
2014年3月7日，海南天琦测绘信

息工程有限公司与原陵水黎族自

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签订《测绘经

济 合 同 》（ 合 同 编 号 ：

注销公告
天津市中环投资公司海南经营销

售公司拟向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

报起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省泓盛跆拳道俱乐部拟向海
南省海口市民政局申请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
本部办理相关事宜。

●陈朝光、陈朝荣遗失座落于新坡

镇民丰村委会梁陈村的集体土地

使用证，证号：海口市集用（2010）

第049813号，声明作废。

●陈晓刚遗失机动车驾驶证，证

号：460036198503313518，特此

声明。

●海口琼山宣家百货超市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01071811957，声明作废。

●林国武(于2021年4月28日)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460006198207112318，特 此 声

明。

●东方八所厨房小妹小吃铺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

编号：JY24690071114407，声明

作废。

●吴惟广遗失国有土地使用证，证

号：文国用（96）第0102011号，声

明作废。

●三亚若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现声明作废。

●海南新好力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广告·热线：66810888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TQ2014005）。因海南天琦测绘

信息工程有限公司未能按照合同

约定提交成果并已实际离场不再

继续开展该项目工作，自公告日起

依法解除原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

环境资源局与海南天琦测绘信息

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测绘经济合

同》（合同编号：TQ2014005）。

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2021年4月29日

公告
一、招标项目：海口西建统发绿色建

材产业园项目供配电工程（施工）

（备案证明项目 2019- 460108-

30-03-013215）。二、投标人资质

要求：独立法人单位、不接受联合体；

具备电力施工相关的资质。三、报名

时间：2021年4月30日至2021年5

月7日，逾期不再接受投标单位的报

名。报名方式：通过“云筑网”网址

https://www.yzw.cn 上进行报

名，联系电话：18374800243 钟工。

海口西建统发绿色建材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9日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608908509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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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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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281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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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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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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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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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培训 成人教育
知名高校扎根海南办教育20年，

招建筑业施工员、质量员、资料员、

劳务员、材料员、标准员、机械员等

职业培训考证和土木工程、法学、

工商管理、会计学、建筑学等专业

专科、本科学历教育学员。

电话：65377755 65383566

教育培训

●王婷斌遗失医师资格证，证书编码：

200346130460030510170321，现

声明作废。

●李儒权遗失坐落于海口市滨海

大道26号省农行宿舍楼402的国

有 土 地 使 用 证 ，证 号 ：

2002000327，声明作废。

●杨紫若不慎遗失海南福莱居房

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世贸分公司开

具的收款收据一联，收据编号：

0000342，金额：780元，现声明作

废。

●吴乃增不慎遗失乐东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太阳城商业

一条街A区1号楼Ⅱ段150铺房

款收据2张，票据号为:0003630

（金额 434409 元）、票据号为:

0003631（金额900000元）；退房

款收据 1 张，票据号为:000062

（金额106690元）；《交房收款流程

表收款交接单》1张，票据号为：

0001355（金额48972元），特此声
明作废。
●万宁君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行政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陈奕龙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04198001195012，特此
声明。
●乐东大安时光雾里奶茶店不慎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经营许可证
编号为:JY24690271467307，现
声明作废。
●海南力追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现
声明作废。
●天津市中环投资公司海南经营
销售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
本，注册号：4601001004622，声
明作废。
●昌江石碌顺琳商行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90260000308，声明作废。
●曾圆圆于2021年4月28日不慎
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200199501272109，特 此 声
明。
●三亚晶鹏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琼B37523车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运输证正本一本，证
号 ： 琼 交 运 管 海 口 字
460200064993，现声明作废。

新冠病毒变异怎么防？“五一”期间能打疫苗吗？如何健康出行？

权威回应来了！

“4月以来，我国累计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364例，日均
新增较上月增长超过两成，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压力持续增
大。”米锋说。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说：“当前我国新
冠疫情防控形势比较好，没有本地传播的病例，但我们还应该
看到全球的疫情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尤其是亚洲的部分国家疫
情剧烈反弹，把全球单日报告数推向新高。”

“亚洲等部分国家的疫情快速上升，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
钟。”吴尊友说，新冠疫情防控远远没有结束，同时也提醒我们
新冠疫情的防控具有艰难性、复杂性、反复性、长期性。

“我国部分城市检测到印度变异毒株，大家都很关注，同时
也比较担心。”吴尊友表示，“落实防控措施最为关键，既可以终
止变异毒株的流行，也可以防止新的变异发生。”常态化防控策
略是我国从新冠病毒流行以来确定的基本防控策略，而且一直
坚持到现在，“这也是我国保持良好的新冠疫情形势的关键”。

吴尊友说，“五一”期间、“五一”以后，还会继续坚持常态化
防控的各项措施。虽然现在我国疫情总体形势是好的，没有本
地传播疫情，但是国际形势非常严峻，外防输入的压力更大。

吴尊友提醒，要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我们每个人都
要坚持常态化防控措施，这样才能继续维持好良好的形势。

“截至4月28日24时，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
疫苗24390.5万剂次，其中55%为近一个月接种。”
米锋说，“五一”假期期间，全国疫苗接种工作不断
档、“不打烊”，各地要精细化管理、有序安排接种，同
时要做好接种人员轮换、轮休和防护；也希望广大群
众积极接种，尽早接种。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杜雪
平说，“五一”期间，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正常接种
新冠疫苗。同时她提醒接种者在现场接种时也要做
好个人防护，比如要戴口罩、保持“一米线”距离排
队，不要扎堆聊天。

“负责接种的医务工作者会认真解答接种者的
问题，核对每一位接种者身份证信息以确保接种工
作的安全有序。”杜雪平说。

基层接种单位会提供哪些便民服务？杜雪平介
绍，有的地方为老年人接种设立绿色通道、预约接
诊，老年人来了不用排队等待；有的地方提供老花
镜、放大镜和大号字体宣传册，方便了老年人阅读；
还有的地方适当配备了控制慢性病和抢救的药品种
类，尽可能为群众提供便利和安全保障。

“五一”假期即将到来，人员流动增加，病毒传播风险加大。
“要毫不放松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不能麻痹大意、消极厌

战，不能心存侥幸、松劲懈怠，不能忽视个人防护。”米锋说。
“五一”假期还能放心出行吗？如何做好自身防护？
“做到这些，才可以安全出行。”吴尊友建议，将常态化防控

措施落实到位，不组织、不参加大型的聚集、聚会等活动；旅行
前准备好口罩、消毒纸巾、免洗洗手液等；旅行途中做好个人防
护，在通风不好的地方戴口罩，保持手卫生，保持社交距离，常
通风。

同时，旅行期间健康若出现异常，应就地就医。吴尊友说，
如果医生判定这种异常是一过性的、轻微的、不需要特殊处理
的，可以继续观察；如果判定是比较严重、需要终止旅行的，要
听从医生意见，取消原定旅行计划。如果医生判定可能是传染
病甚至新冠肺炎，则一定要服从医务人员安排，进行及时处置。

此外，针对接种新冠疫苗后出现不良反应影响出行的担
心，吴尊友表示，疫苗经过实验证明是安全的，出现不良反应的
比例很低，没有必要过分担心。他提示，如果旅行前接种了新
冠疫苗，旅行途中要合理作息，防止疲劳；若出现症状，则要进
行观察。

（新华社北京4月29日电 记者沐铁城 田晓航）

“穿上它，跑得更快跳得更远！”

“中考体测鞋”是“提分鞋”，还是“忽悠鞋”？
“你与满分之间，仅差一双XX中考鞋”“迅速提高立定跳远10—20厘米，男子1000米、女子800米迅速提高20—40

秒”……中考体测前夕，一种宣称能提高跑步、跳远成绩的中考体测鞋在市场上热销。这种被商家称为“中考利器”的产品是高
科技“提分神器”，还是商家忽悠消费者的噱头？其背后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记者对此进行了深入走访调查。

“迅速提高立定跳远10—20厘米，男子1000米、
女子800米迅速提高20—40秒”“一双能让所有项目
拿满分的跑鞋”……这是微信公众号、社交和电商平
台上，一些中考体测鞋的宣传广告语。不少商家表
示，这种鞋专为中考体测设计，提高成绩立竿见影。
中考体测前夕，这种鞋备受考生和家长的青睐。

走进山西太原某体育用品商场，进门处就能看
到体测鞋的广告展板，上面标注着店铺位置和商
家电话。这家商场二层，集中了多个品牌的中考
体测鞋，还有商家打出“中考体测鞋”的红色条幅
招揽生意。

记者看到，中考体测鞋外观与普通运动鞋无异，
售价多在200—300元不等。某品牌体测鞋销售员
介绍，这种鞋鞋底的小突起就是提分的“秘密”，其主
要作用是抓地力强，能增加跑跳时的摩擦力。“穿上
这种专门的鞋跳远能多跳几厘米，甚至十几厘米。
跑步也更加轻松。”

相比实体店，线上的销售更加火爆。记者在电
商平台检索发现，销售中考体测鞋的店铺非常多，销
量少则数百双，多则上万双。记者在淘宝某店铺看
到，不同颜色和型号的体测鞋有12种，已经销售了
1.6万多双，有的款式还显示处于缺货状态。

深入调查发现，所谓的中考体测鞋并没有宣传
的那么神奇，仅仅就是一双普通的运动鞋。不过，一
些商家为了吸引消费者购买，夸大宣传，甚至到了离
谱的程度。

微信公众号“九羊体育”售卖的品牌为“辛逸”的
中考体测鞋宣传语是：“穿上这双鞋，比起往常鞋子，
走路像在跑步机上，有神奇的推力向前推着走。”津
吉斯系列专用鞋则宣称，迅速提高立定跳远成绩
10—20厘米，男子1000米、女子800米迅速提高成
绩20—40秒。也有淘宝卖家向记者表示，中考体测
鞋提高成绩迅速，跳远可以提高10—30厘米。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太原市某中学初三学生石
麓霖说，通过一年的训练后，他的体测成绩提升不

少，不过最近穿上体测鞋训练，成绩并没有明显变
化。也有网民调侃称，穿上体测鞋比皮鞋肯定能多
跳20厘米，比穿拖鞋多跳50厘米。

记者还发现，一些知名品牌运动鞋也傍上“中
考”，售价陡增。记者在某知名品牌运动鞋专卖店看
到，春季新款鞋都挂有“中考利器”的标签。经过详
细了解，记者发现其实这款售价499元的新款鞋和同
样功能的旧款鞋没有明显区别，但是售价却相差200
元。也有商家表示，为了显得更有针对性，他们也可
以在鞋盒上打上“中考体测专用”字样。

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中考体测鞋质量堪忧。
有消费者表示，某品牌体测鞋没穿几次就开胶了，

“不仅不能提高成绩，正常运动都不一定能保障。”

“当前亟待整顿中考体测鞋市场，杜绝
夸大宣传的广告标语，清理不合格产品。”
山西省消费者协会新闻与公共事务部主任
刘丽敏说，市场上一些“中考体测鞋”宣称
能大幅度迅速提升体测成绩，其实就是商
家的噱头而已。但在从众心理下，依然有
不少消费者跟风购买。

山西省消费者协会提醒消费者一定要
理性对待，不要被商家虚假宣传所误导。

“尤其是一些没有合格证的产品，本身还可
能存在质量问题，不仅起不到辅助运动提

高成绩的作用，甚至还有可能影响学生体
测的正常发挥。”刘丽敏说。

刘丽敏等受访人士表示，近年来，越来
越多打着“中考体测鞋”的产品出现在市场
上，建议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对商家宣传
的所谓功效加强监管，以免商家夸大功效
欺骗消费者，针对虚假宣传和有质量问题
的体测鞋要及时清理整顿，不能让不合格
的运动鞋坑了考生。

（据新华社太原4月 29日电 记者魏
飚 许雄）

金融管理部门联合约谈
部分从事金融业务的网络平台企业

新华社北京4月29日电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中央财
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对网络平
台企业从事金融业务的监管，强化反垄断和防止
资本无序扩张，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2021年4月29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
外汇局等金融管理部门（以下简称金融管理部门）
联合对部分从事金融业务的网络平台企业进行监
管约谈，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主持约谈。腾讯、
度小满金融、京东金融、字节跳动、美团金融、滴滴
金融、陆金所、天星数科、360数科、新浪金融、苏
宁金融、国美金融、携程金融等13家网络平台企
业实际控制人或代表参加了约谈。

金融管理部门指出，近年来，网络平台企业在
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和金融体系普惠性、降低交易
成本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发展的总体态势是好
的，但同时也普遍存在无牌或超许可范围从事金
融业务、公司治理机制不健全、监管套利、不公平
竞争、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等严重违规问题。此
次联合监管约谈的从事金融业务的网络平台企
业，具有综合经营特征且业务规模较大、在行业内
有重要影响力、暴露的问题也较为典型，必须率先
严肃纠正。

金融管理部门强调，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网络平台企业的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对加强平台
企业金融监管、规范平台经济竞争秩序等作出了
一系列重要部署，提出了明确要求。各网络平台
企业要认真学习领会党中央会议精神，高度重视
自身存在问题，对照金融法律法规和各项金融监
管制度全面自查整改。开展金融业务要以服务实
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为本。对于违规经营行为，
金融管理部门将依法严肃查处。

金融管理部门针对当前网络平台企业从事金
融业务中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整改要求。
一是坚持金融活动全部纳入金融监管，金融业务
必须持牌经营。二是支付回归本源，断开支付工
具和其他金融产品的不当连接，严控非银行支付
账户向对公领域扩张，提高交易透明度，纠正不正
当竞争行为。三是打破信息垄断，严格通过持牌
征信机构依法合规开展个人征信业务。四是加强
对股东资质、股权结构、资本、风险隔离、关联交易
等关键环节的规范管理，符合条件的企业要依法
申请设立金融控股公司。五是严格落实审慎监管
要求，完善公司治理，落实投资入股银行保险机构

“两参一控”要求，合规审慎开展互联网存贷款和
互联网保险业务，防范网络互助业务风险。六是
规范企业发行交易资产证券化产品以及赴境外上
市行为。禁止证券基金机构高管和从业人员交叉
任职，保障机构经营独立性。七是强化金融消费
者保护机制，规范个人信息采集使用、营销宣传行
为和格式文本合同，加强监督并规范与第三方机
构的金融业务合作等。

金融管理部门要求，网络平台企业要充分认识
自查整改工作的必要性和严肃性。要树立严格遵守
金融监管要求的合规意识、坚决维护公平竞争环境
的市场意识、以消费者权益保护为核心的服务意识，
以让党和国家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让同业尊重为
目标，认真查找问题，稳妥有序抓好整改。自查整改
期间，要保持企业正常经营和业务连续性。金融管
理部门将与网络平台企业保持密切沟通，充分听取
意见建议，并将适时对整改情况开展检查。对整改
不到位或顶风违规的，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金融管理部门表示，将始终坚持发展和规范
并重，支持和促进平台经济守正创新、行稳致远。
一方面，牢牢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依法保护产
权，弘扬企业家精神，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科技创
新能力，促进平台企业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巩固和
增强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坚持从严监管和公平
监管，一视同仁对各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零容
忍”，保障数据产权及个人隐私，坚决维护公平竞
争的金融市场秩序。

参加约谈的企业表示，将高度重视自查和整
改工作，在金融管理部门的指导下，全面对标金融
监管要求，制定整改方案，认真落实到位。在全力
保证金融业务合规性和连续性的同时，将继续坚
持服务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的本源，进一步增强
社会责任，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当前，全球疫情仍在快速蔓延。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锋29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近一周，全球新增确诊
病例数达575万例，其中40%以上来自中国陆上邻国，多个国家出现暴发式增长，疫情防控呈现长期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在此背景下，“五一”假期还可以放心出行吗？新冠疫苗可以如常接种吗？……发布会上有关专家就这些公众关心的问题作出回应。

全球疫情仍在蔓延
疫情防控远未结束

“五一”期间全国疫苗接种工作
不断档、“不打烊”

做好个人防护
假期出行健康无忧A B C

宣传“提分神器”的中考体测鞋热卖

起底体测鞋：“忽悠”鞋、“傍中考”、残次品

别让“中考体测鞋”坑了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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