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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万家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损坏一枚公章，现声明作废。

公告
本人苏文俊于2015年 5月 19日

16时许通过介绍人在海南省万宁

市龙滚镇市场抱养一名刚出生的

男婴，大约五斤，身体健康，现居住

在三亚市胜利路海岸壹线501房，

望孩子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

有效身份证件与苏文俊联系（电

话：13006069078），即日起60天

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2021年11月21日

●本人张红霞不慎遗失海南华侨
城实业有限公司开具的华侨城曦
海岸项目认购书两份，共4页。认
购书分别为：西区一号地块 4-
1903房的认购书（编号0002607）
和西区一号地块，地下一层车位
456的认购书（编号0002608），声
明作废。
●吴光娥遗失大勇商厦三楼四排
18号铺面的保证金单一份，保证
金单金额：27600元，声明作废。
●梁红科遗失文明中路153号环
卫局宿舍B栋2层204房租赁证，
房屋租赁证号：美房租证【2019】
第35865号，声明作废。
●临高临城新创意蛋糕坊遗失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临
高分公司两张押金发票，发票号
码：23590028，金额：5000元，发
票号码：28590029，金额：5000
元，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认婴公告
2019年7月14日晚上11点左右，
本人在屯昌东风东路（部队路段），
捡拾一名男婴。请该男婴亲生父母
或其监护人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持有效证件前来认领。联系人:陈
雪兰:电话:13136095048。

2021年11月21日

资讯
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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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道工程

专业管道清淤检测修复
化粪池污水池清理13518074688

广告·热线：66810888

永和花园（推广名为：金地-海南自在
城）第C1、C3、C4栋交付（入伙）公告
尊敬的永和花园（推广名为：金地-海南自在城）业主：

您好！
永和花园（推广名为：金地-海南自在城）第C1、C3、C4

栋（以下简称“该项目”）已取得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明
文件，已具备《海口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交付条件。我
司定于2021年11月26日办理该项目入伙手续。我司已按
《海口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地址通过特快专递方式向
各位业主寄发《交付（入伙）通知书》，请各位业主在该通知书
规定的入伙时间内携带相关入伙资料亲临海口市秀英区长
滨路82号永和花园（推广名为：金地-海南自在城）C地块东
侧幼儿园（原营销中心）现场办理入伙手续。若有不详，请电
询：400-930-8080。恭祝各位业主入伙大吉，家庭幸福安康！

特此公告！
海南鼎圣置业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1日

“近期，全球新冠肺炎新增确诊
病例连续5周反弹，我国外防输入压
力持续增大。”米锋表示，要继续巩
固、落实现有防控措施，加强口岸地
区防控能力建设，守好外防输入第一
道防线。

“经过不断实践探索和研究完
善，已逐步形成一整套进口冷链食
品风险管控措施。”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食品经营安全监督管理司副司长

刘洪彬说，下一步重点是督促指导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做好进口冷链食
品疫情“物防”工作，切实提高进口
冷链食品市场监管和涉疫食品排查
管控执行力和精准度，全力守住市
场监管防线。

“不能松懈麻痹，各地仍然要绷
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吴良有说，国
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国家疾控局，从
中国疾控中心和各地疾控机构遴选

了300多名专家，组建了国家流调
专家队，建立了分片区对口包干的
工作机制。

“我们将全面深入系统总结本次
疫情的经验教训，突出精准防控、坚
持抓早抓小，持续推进疫苗接种工
作，全力以赴做好冬春季和即将来临
的元旦、春节疫情防控工作。”吴良有
说。（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记者
赵久龙 徐鹏航）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就本轮疫情做出最新研判——

整体进入扫尾阶段 仍需警惕疫情反复

“截至目前，本轮本土疫情波及
的省份中，有8个省份连续14天以上
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国家卫生健
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20日在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全
国本轮疫情整体上进入扫尾阶段。

“除了辽宁省大连市以外，其他
省份近日仅个别地方有零星病例报
告，病例主要来自集中隔离点和风

险管控区域。”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
局副局长吴良有介绍，大连市疫情
总体趋于平稳，病例数明显减少，风
险持续下降，但局部地区仍然存在
社区传播风险，需要警惕疫情反复。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监
察专员郭燕红介绍，截至20日上午，
本轮疫情已有超过40%的患者治愈
出院。

吴良有介绍，这次疫情能在较
短时间内得到控制，得益于我国较
高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率。截至19
日，我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已覆盖
12.25亿人，完成全程接种10.76亿
人，人群覆盖率分别达到了86.9%和
76.3%，加强免疫接种6573万人，为
阻断新冠病毒传播、防止重症发生
等起到重要作用。

“本轮疫情在医疗救治和核酸
检测当中有一些较好的经验和做
法，比如利用火车专列分六批转运，
将额济纳旗164名感染者集中到呼
和浩特市定点医院进行救治。”郭燕
红说，截至目前，这164名患者中有

161人已经治愈出院。
提高核酸检测能力是疫情防控

工作的关键支撑。郭燕红介绍，通
过自治区内和国家调集检测力量，
额济纳旗能在不到一天时间内完成
全员核酸检测，在最短时间内锁定
感染范围。此外，通过调集34.5万
管的检测力量，大连短时间内核酸
检测能力提高至每天60万管。

教育部防控办主任、体育卫生
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说，目前
全国大部分省份教育系统落实了定
期、不定期，部分或全员核酸检测，
对于后勤工作人员更需要做定期核
酸检测。

聚焦疫情防控

5G塑造“未来工厂”

本轮疫情整体上进入扫尾阶段

加强疫苗接种 强化核酸检测

绷紧弦不松懈 做好冬春季疫情防控
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截至11月19日，我国新增新冠

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已连续4天为个位数。本轮疫情形势如
何？冬春季疫情防控有哪些注意事项？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做出最新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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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湖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1中国5G+工业互联网大会在武汉开幕。
轻点鼠标，车间里的重型设备自动开启；打开手机App，生产过程中的各类数据一目了然；实时呈现的大屏幕上，工厂每个角落尽收眼底……当传

统工厂遇到5G，这些曾经在科幻片中出现的“未来工厂”场景变成现实，5G+工业互联网正在推动传统产业由“制造”向“智造”飞跃。

记者走进一座座工厂，揭秘5G
如何塑造“未来工厂”。

走进华新水泥（黄石）有限公司，
映入眼帘的是纵横交错的管道和巨大
的生产设备，低沉的轰鸣声不时传
出。这里是水泥厂的生料车间，机器
24小时不间断生产，但厂区内却看不
到工人们忙碌的身影。

就在距生料车间不远处的办公楼
内，中控室的大屏幕上，显示着整个工
厂的实时生产画面。工作人员只用在
数字系统上操作，对应的实体生产环
节便会按照指令运行。

“比如调整风门的开度，我只用在
电脑上输入相应数值，风门就会自动
开到想要的大小。”操作员徐黎阳一边
介绍，一边输入数值“25%”。

“按传统生产模式，厂里生产岗位
需要500人以上，而应用了‘智慧工
厂’，现在只需200多人。”公司执行总
经理刘文兵介绍说。

采用智能设备进行自动化生产在
减少人力的同时，还大大提高了效
率。在生料车间的风机处，可以看到
多个圆柱形传感器。

“这些传感器可以检测设备的温
度、震动、声音等，检测数据会自动同
步发送到手机App上。”工作人员罗
亚子展示着手机上的智能巡检系统
说，“过去人工巡检，发现问题只能电
话上报，容易耽误生产进度。现在，智
能巡检系统检测到异常，巡检员会立
刻收到警报短信，迅速做出响应。”

人们印象中“傻大黑粗”的钢铁

厂，在5G时代也可以绿色、智慧起
来。在中国宝武鄂城钢铁有限公司操
业集控中心，上下两层、一字排开的数
百块液晶显示屏十分壮观。大屏幕上
显示着工厂各个生产环节的实时画
面、数据。

鄂城钢铁生产制造部管制中心主
任师严建生说，经营管控系统、决策支
持系统、操业集控系统全部在5G专
网中运行。炼铁、炼钢、轧钢、能源、环
保、远程计量等114个原本分散在现
场各区域的操作室，被集中成这一个

操业集控中心。5G技术高速率、大带
宽、低延时的特性，保证了系统精确控
制，让一键炼钢、智能开堵铁口、转炉
自动出钢等成为现实。

“鄂钢的远程一键开堵铁口技术，
通过三维建模，可以实时了解炉内情

况，并对高炉内的各项指标、成分等系
数，进行实时调控。”严建生说。

操业集控中心内，液态金属生产
线画面中几个闪烁的红色长方形格外
醒目。炼钢厂首席师丁东如介绍说，
这是电子围栏，每位工人的身上都佩
戴了一个搭载5G+北斗卫星定位系
统的工牌，一旦工人靠近电子围栏划
定的危险区域，工牌就会发出警报。

“过去在炼钢厂，烫伤是常事。现在有
了电子围栏，工人们的安全有了保
障。”丁东如说。

除了能够保障生产人员的人身安
全，5G+工业互联网还应用于食药行
业，保障产品安全。

在武汉爱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
药物提取车间，管道连接起形态各异
的罐体。“在药品生产过程中，如果管
控不力，操作者很可能变成最大的污
染源。”爱民制药总工程师柳骏介绍，
智能化的生产系统保证整个生产过程
在罐体内进行，极大降低了药品受到
污染的可能性。

4G改变生活，5G改变社会。随
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工厂加速
融合，5G+工业互联网将进一步夯
实数字经济发展底座、赋能千行百
业智能升级。“不远的将来，越来越
多的工厂将在5G赋能下，变成更加
智慧、更有效率、更加绿色的‘未来
工厂’。”中国移动湖北公司总经理
范秉衡说。

（新华社武汉11月20日电 记者
万芃琦 王贤 李思远）

沪深300指数调整规则
创业板新股一年后进入样本空间

据新华社上海11月20日电（记者潘清）中证
指数有限公司19日宣布，为适应证券市场发展变
化的需要，决定修订沪深300指数样本空间规则，
将创业板证券进入指数样本空间时间规则调整为
上市时间超过一年，编制方案其余部分保持不变。

上述修订充分听取市场意见，并经指数专家
委员会审议，将于下一次样本定期调整时（2021
年12月13日）实施。

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于2020年8月正
式落地。在新的发行、交易制度下，创业板运行平
稳，得到市场的广泛认可。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为进一
步适应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变化，响应市场呼声，将
创业板证券进入沪深300指数样本空间时间调整
为一年，与科创板证券进入规则保持一致。这位
负责人透露，新规则下沪深300指数样本定期调
整方案预计于11月26日公布。

湖南：

出台校外托管机构管理意见
据新华社长沙11月20日电（记者张格）要

求签订托管服务协议书、不得一次性收取超过3
个月的费用、禁止学校自行设立校外托管机构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日前发布关于加强
校外托管机构管理的指导意见，聚焦校外托管机
构管理关键环节，规范校外托管服务业发展。

据了解，湖南此次出台的意见，明确校外托
管机构的服务范畴为：校外托管机构是指公民、
法人或其他组织在湖南省内开办并依法登记，受
学生监护人委托，为中、小学生提供非在校时段
接送、休息、临时看护等校外托管服务的社会机
构。意见规定，校外托管机构不得开展学前教育
及其他文化教育培训和学习辅导活动，不得从事
与托管活动无关的其他业务，不得提供过夜住宿
服务。

意见从依法经营、规范托管、保障安全三个
方面，对湖南校外托管机构服务行为提出明确规
范和具体要求。在托管服务期间，校外托管机构
应加强托管学生安全教育与管理，做到全程有人
看护监督，防范学生打斗、欺凌等侵害事件发生，
防止工作人员侵害、体罚学生，确保学生身心健
康和安全。

运载磷矿石的货船沿乌江航道顺流航行。
近日，因乌江沿线梯级水电站修建而断航近

20年的贵州乌江水运首次大规模全线复航。14
艘共运载6800吨磷矿石的货船从开阳港区洛旺
河码头出发，沿乌江水路直赴重庆涪陵。

新华社发

“通江达海”——
贵州“黄金水道”恢复畅通

11月20日，北京市海淀区医护人员（左）为接种人员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近日，北京海淀区通过设置快递人员、
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专场助力新冠疫苗加强针接种工作有序推进。 新华社发

我国成功发射高分十一号03星

这是11月20日拍摄的“5G+工业互联网成果展”现场。 新华社发

11月20日9时51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
中心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高分十一号
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
务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