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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海南成美医疗投资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4 日在海南日报
A15版刊登公章、财务章、合同章
遗失，公章、财务章、合同章现已找
到，恢复正常使用，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海南灿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公章、财务章、发票章、合同章
和法人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遗
失坐落于海口市秀英区海秀乡永
庄村经济社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
号：Q1667，声明作废。
●三亚崖城锦豪家私店不慎遗失
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更正公告
我公司2021年11月2日在《海南
日报》刊登的（第211102期）拍卖
公告，拍卖地点“海口市龙华区龙
昆北路9-1号海南和亿华天酒店
三楼香港厅”更正为“海口市秀英
区丽晶路9号丽晶温泉海景花园
听涛居15A我公司拍卖厅”，其他
内容不变。0898-68598868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

●曲嘉明遗失长影粤海（海南）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购房专
用收据1张，收据号码：0003724，
金额：50000.00元，声明作废。●海南煌越医疗美容有限公司海
口龙华医疗美容门诊部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100MA5T8BT78J，声明作
废。●曲嘉明遗失长影粤海（海南）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购房专
用收据1张，收据号码：0003777，
金额：338326.00元，声明作废。●张立君遗失东方万悦城万达广
场项目，2#商务楼2-2008室，购
房款收据二张，编号：0003029，金
额：815，734.00 元。票据编号
0003011，金额：20，000.00 元。
声明作废。●刘爱逢遗失大勇商厦三层一排
11号铺面协议书和保证金单各一
份，保证金单金额：39600元，特此
声明作废。●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34601060014813，声明作废。●海南浙商鼎号实业有限公司遗失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南航支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证号为：
J6410025112601，银行账号为：
21195001040035878，特此声明。

关于召开股东会的通知
全体股东：根据《公司法》之相关规
定，海南志荣医药有限公司现召集
全体股东召开有关股权变更的股
东会议:会议时间：2021年 12月
15日早上8：00点至12：00点，会
议地点：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玉沙
路11号中盐大厦23层A3室；未
出席会议的股东，视为对2021年
12月15日的股东会决议无异议并
自动放弃表决权。出席会议的股
东请于会前半小时携带本人身份
证或营业执照办理登记手续。
联系人:谈建国
电话：13805730725
特此通知

海南志荣医药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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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资注销

减资公告
君创（海南）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注册资本由
1000万人民币减少至500万人民
币，原债权债务不变，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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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出租：18608948990

出租

转 让

农庄150亩（其中建设用地35亩）
转让。张13853660113

临街商铺一、二楼整体出租
位于海口市龙昆南75号新华文化
广场一、二楼商铺整体出租，总面
积2642平方米，可用于商场、超
市、办公、培训等，价格面议。
有意者请联系：
卢先生13876813103

商铺出租

管道工程

专业管道清淤检测修复
化粪池污水池清理13518074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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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江东湾数字创意谷项目
装配式建筑奖励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海南银色海岸置业有限公司拟建的海口江东湾数字创意谷项
目位于海口市江东新区“国际文化交往组团”JDWH-01-A02地
块。根据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正式盖章的《海南省装配式建筑
实施方案审查申请表》，本项目装配率满足《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
（GB/T51129-2017）的要求，给予地上建筑面积的3%奖励，奖励面
积共计3978.36平方米（不计入容积率核算）。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
人和公众的意见，现按程序进行公示启事。1.公示时间：10天（2021
年11月28至2021年12月7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人民政府门户
网站（http://www.haikou.gov.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
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至：hksjdglj@163.com；（2）书
面意见邮寄到海口市美兰区兴洋大道181号，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规划统筹部，邮政编码：571127；（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反馈，逾
期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5686619,联系人：刘鑫。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1年11月28日

近日有消息称，“微信、支付宝收
款码不能用于经营收款”。收款二维
码到底还能不能用了？新华社记者
27日独家从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
获悉，该说法系误读。使用“码牌”或
者打印封装的二维码的商户，需要向
收款服务机构（如微信、支付宝等）申
请转为商用收款码，但消费者日常支
付体验和感受不会受到影响。

人民银行有关人士给记者打了个
比方：如果消费者在早点摊购买煎饼

果子习惯用手机支付，仍然可以用扫
码等方式付款，没有任何变化。如果
卖菜的商贩此前就已经使用经营收款
码收款，也不受任何影响。

10月，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人
民银行关于加强支付受理终端及相关
业务管理的通知》对收款条码支付提
出一系列管理要求，一些人却对部分
内容产生了误读。

记者从人民银行有关部门了解
到，此前一些商户收款使用“码牌”或

者打印封装的二维码，此类“个人静态
收款条码”收款安全性较低，容易被犯
罪分子利用，需要向收款服务机构（如
微信、支付宝等）申请转为商用收款
码。另外，按照相关要求，不得通过个
人收款条码为具有明显经营活动特征
的个人提供经营活动相关收款服务。
至于哪些用户属于“具有明显经营特
征”，中国支付清算协会正在研究制定
相关标准。

通知将自2022年 3月 1日起施

行。人民银行有关人士表示，在相关
要求实施之前，支付服务机构必须要
全面、充分评估客户正常支付需求，制
定配套服务解决方案，确保服务成本不
升、服务质量不降。收款服务机构有义
务免费为商户提供商用收款码，商户只
需要提供必要的身份核实信息。

人民银行表示，人民至上、保护市
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一直是监管部门制
定政策的出发点。近年来，公众对网
络诈骗、网络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深

恶痛绝。在公安机关会同金融管理部
门开展的相关案件调查中发现，使用
出租出售的个人收款码、改造支付受
理终端、申请虚假商户等是犯罪分子
常用手段，给许多个体商户带来资金
损失。央行此次出台相关要求，正是
为了加强行业管理，堵住漏洞，斩断非
法链条，更好地保障个体商户资金安
全，守住老百姓“钱袋子”。

（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记者
吴雨）

内蒙古满洲里发现
3名新冠核酸检测阳性人员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11月27日电（记者魏婧
宇）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指挥部获悉，27日，满洲里市在“应检尽
检”人员核酸检测过程中，发现3名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结果呈阳性人员。

据介绍，目前满洲里市已全面启动流行病学
调查，对阳性人员所居住小区（满城新世界B区、
府欣小区A区长洲公司楼）和工作场所（伊利托
货场、铁路装卸一车间）已实行封闭管控。

目前，满洲里市集贸市场、文体休闲娱乐等场
所暂停营业，严禁聚集性活动；全市公共交通暂停
营运；全市所有个体诊所、门诊部、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站）停诊，各医院、卫生院除急诊、透析、孕产妇、
肿瘤化疗等必须到医院治疗的患者外，其余科室暂
停接诊患者；福利机构、养老服务机构实行全封闭
管理，禁止人员进出；学校、幼儿园及培训机构暂停
线下教学活动。

大连庄河市1123个封控区
调整为管控区

新华社大连11月27日电（记者张博群）记
者从大连市下辖的庄河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总指
挥部获悉，经请示大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总指
挥部同意，从26日起将庄河市鞍子山乡花院村小
皮堡屯等1123个封控区调整为管控区。

庄河市要求，管控区实行“人不出区、严禁聚
集”。外围设置硬隔离设施，派人员值守。原则上
居家，因就医等确需外出人员，由社区出具证明并
做好审核登记。所有出入人员落实查证、验码、测
温、登记。

庄河市要求，管控区内的人员居家时也要佩
戴口罩，尽量减少家庭成员之间的接触，做好环境
消毒、通风等措施。对管控区内所有人员开展体
温和症状监测，实施日报告、零报告制度。

我国科研人员发现
抑制寨卡病毒感染的新疗法

据新华社南京11月27日电（记者陈席元）
记者27日从南京大学了解到，该校吴稚伟教授团
队运用细胞外小囊泡技术，研发出一种针对寨卡
病毒感染的新型药物递送路径。相关成果近期发
表在国际学术期刊《分子治疗》上。

据论文第一作者、南京大学博士生张瑞介绍，
2015年至2017年，寨卡病毒曾在南美、东南亚等
地暴发，该病毒经蚊虫叮咬感染孕妇，可诱发新生
儿小头畸形和格林巴利综合征，但目前对寨卡病
毒感染尚无批准使用的预防疫苗和治疗药物。

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种细胞外小囊泡，用它装
载抗病毒小分子，靠后者抑制寨卡病毒。结果显
示，治疗组出生后，这些接受过治疗的动物小头畸
形症状有明显缓解，病毒造成的神经损伤和炎症
也有所减轻。

央行最新权威解读来了！

此前一些商户收款使用“码牌”或者打印封装的二维码，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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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

在早点摊购买煎饼果子习惯用手机支付，仍然可以用扫码等方式付款，没有任何变化

收款二维码还能不能用了？

11月27日0时40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
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中星1D”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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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肖飞 摄）

我国成功发射“中星1D”卫星

按照相关要求
不得通过个人收款条码为具有明显经营

活动特征的个人提供经营活动相关收款服务

制图/杨千懿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由国际
灌排委员会于2014年设立，目前我
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共有26处。

记者了解到，特有的自然气候
条件，使灌溉成为我国农业经济发
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
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
灌溉工程，许多至今仍在发挥功
能。延续至今的灌溉工程遗产，值
得挖掘和总结其科学技术、文化价
值和管理经验。

中国国家灌排委员会主席、水利
部农村水利水电司司长陈明忠表示，
中国古灌溉工程遗产是中华文化遗
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科学保护灌溉
工程遗产体系、挖掘传承区域特色水
利历史文化、发挥工程效益保障国家
粮食生产，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促
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提供重要水
利支撑。

（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记者
刘诗平）

灌溉工程遗产：中华文化遗产的闪亮“名片”

海拔最高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诞生！

我国3处新入选灌溉工程有何独特之处？
江苏里运河-高邮灌区、江西潦河灌区、西藏萨迦古代蓄水灌溉系统26

日成功入选2021年度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其中，平均海拔在4000米
以上的西藏萨迦古代蓄水灌溉系统，是目前海拔最高的世界灌溉工程遗
产。这3处灌溉工程为什么能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它们有何独特之处？

里运河-高邮灌区位于江苏省
高邮市境内，通过闸、洞、关、坝等
水工设施，连通高邮湖和高邮灌
区，实现水在“高邮湖—里运河—
高邮灌区”之间调配，是我国古代
巧妙利用河湖水位水量、合理调控
河湖的水系连通工程的典范。

“高邮灌区引用京杭大运河
（里运河）自流灌溉，有效灌溉面
积达 50万亩。”江苏省高邮市水
利局副局长李江安说，里运河水
工遗产的变迁和发展历经 2500
余年，形成了灌、排、挡、降等工程
体系。目前，高邮灌区遗存有平
津堰、南水关洞、南关坝、车逻闸

等水工设施遗产。
本次里运河-高邮灌区和萨迦

古代蓄水灌溉系统申报世界灌溉
工程遗产技术支撑团队负责人、浙
江水利水电学院教授刘学应说，里
运河-高邮灌区治水理念科学、工
程布局完善、建造工艺先进。它的
先进性，体现在修筑堤堰调节运河
水位，形成了“防不足，泄有余”的
治水理念，也体现在利用水闸、水
洞、水关、水坝灌溉调水通道，通过
干支斗渠三级配水网络实现灌溉，
形成了完善的灌溉用水体系，实现
了调节旱涝的水位平衡，兼顾了灌
溉和漕运的功能平衡。

里运河-高邮灌区：水系连通工程的典范

潦河灌区位于江西省西北部，
地跨宜春市奉新县、靖安县和南昌
市安义县。唐朝太和年间人们在北
潦河南支下游修筑蒲陂，开渠导水，
灌溉农田千余亩，明清时期相继在
中游、上游兴建乌石潭陂和香陂，成
为江南丘陵地区典型的古代引水灌
溉系统工程。

江西省潦河工程管理局办公
室副主任潘澎说，潦河灌区是江
西省兴建最早的多坝自流引水灌
区，也是江南丘陵地区现存最完
整的传统灌溉系统工程。新中国
成立后，潦河灌区又相继兴建4座
灌溉工程并延续至今，灌溉农田
33.6万亩。

据专家介绍，蒲陂、乌石潭陂和香
陂蕴含着丰富的科技价值，3座古陂
都选址于河道折弯处，坝体为非正交
堰形式，尤其是乌石潭陂，充分利用河
中“巨石”拦河筑坝，并在河堤上植树
成林，护陂固圳，古樟树群今天依然保
存完好，是古人因地制宜、人水和谐相
处的典范。

潦河灌区：江南丘陵地区现存最完整的灌溉系统工程

萨迦古代蓄水灌溉系统位于西
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平均海拔在
4000米以上，是目前海拔最高的世
界灌溉工程遗产。

“宋末元初时期，萨迦蓄水灌溉
的技术主要覆盖了以萨迦寺为中心
的萨迦县、拉孜县等区域。按照传
统习惯，我们把萨迦蓄水灌溉技术
惠及的地方统称为‘萨迦灌区’。”萨
迦县水利局副局长蔡光祥说。

刘学应表示，在高海拔、高寒地

区建成的这个蓄水灌溉系统，写下
了水利工程史上的精彩一笔。它因
地制宜，同时发展出了与之相适应
的管理体系，有力地推动着当地经
济和社会文化发展。

记者在萨迦县冲曲河畔看
到，一个个蓄水池犹如镶嵌在高
原上的一颗颗珍珠，蓄水池大体
采用敞口形式，由引水渠、池体和
出水管网等组成。站在蓄水池
旁，为萨迦古代蓄水灌溉系统申

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提供技术支
撑的水利专家朱海东博士告诉记
者，蓄水池敞口晒水，使得原本由
融雪冰水汇集成的冰凉的池水，
温度得到大大提升，从而有助于
青稞在高寒环境下茁壮成长。

据不完全统计，萨迦灌区仍有
400多个蓄水池在发挥作用，灌溉
着河谷平原约 10 万亩的青稞产
区，助力日喀则发展成为“世界青
稞之乡”。

萨迦古代蓄水灌溉系统：高海拔地区的智慧水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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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入选2021年度世界灌溉
工程遗产名录的西藏萨迦古代蓄水
灌溉系统。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摄

这是入选2021年度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的江西潦河灌区。
新华社发（水利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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