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疫情防控

北京新增7例本土确诊病例
及5例无症状感染者

据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记者邰思聪）北
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庞星火在21日召开
的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
布会上介绍，1月21日0时至16时，北京市新增7
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轻型4例、普通型3
例；新增5例本土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目前已
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密切接触者追踪，对所涉及风
险点位进行排查，对各类风险人员进行分类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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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冬奥

1月21日，G8825次列车停靠在清河站。
当日，京张高铁冬奥列车开启赛时运输服

务。据了解，京张高铁为北京冬奥会及冬残奥会
提供运输服务，时间自1月21日起至3月16日
止，共计55天。铁路部门共安排冬奥列车40对，
其中基本线17对。 新华社记者 刘续 摄

京张高铁冬奥列车开启赛时运输服务

遗失声明
张栋遗失五指山避暑山庄避暑一

期B7栋707房的房款收据五张，

号 码 ： 0001894、 0001975、

0001970、0004737、0000507，声

明作废。

●仇丽丽不慎遗失准迁证，证号：

琼01198150，声明作废。

●儋州那大梁群货物运输部遗失

车牌号琼F10559车的道路运输

证一本，证号：琼交运管儋州字

460400064160号，声明作废。

●海南沁华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海南中恒太汽车维修服务有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RCMPU02）遗失

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冯强不慎遗失儋州信恒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南海花

岛收据，楼盘名称：中国海南海花

岛，2号岛305栋1615号房，收据

编 号 ：HHD5130619，金 额 ：

205741元，特此声明。

●罗结梅不慎遗失海南华侨城实

业有限公司开具的华侨城·曦海岸

项目西区三号地块4-1-603房认

购书一份，共两页。认购书编号：

0001963，声明作废。

法人变更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小森林幼儿园于
2022年1月17日由原法定代表人
林 珠 （ 身 份 证 号 ：
46010419871205****）变更为现
法定代表人文厚珠（身份证号：
46000719830303****），经营范围
等不变。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小森林幼儿园
2022年1月17日

公告
海南起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邢诒发与你公司
劳 动 争 议 案（海 劳 人 仲 案 字
〔2021〕第 1378号），现依法向你

●邢益仿不慎遗失坐落于文昌市

文城镇新风路325号第五幢603

房的房产证，证号：文房证字第

41000号，特此声明。

●琼海市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工

会委员会遗失开户许可证，开户

行 ：267522068278，核 准 号 ：

J6410022141802， 编 号 ：

641000432594，账户性质：基本

存款户；工会法人资格证书，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81469002324088977B，特此声明

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土地通告

公告送达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海资规美兰〔2022〕14号

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
一条规定和《海南省加快积压房地
产产权确认工作实施办法》的有关
规定，我局已将海口市海联建设总
公司房地产开发公司持有的海口
市国用（籍）字第J0097号土地证
项下384.9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确
权给杨文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二条和《不动
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现决定注销海口市国用（籍）
字第J0097号土地证项下384.99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登记。联系人：
陈孝媚，联系电话：65360879。

2022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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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转让
澄迈县永发镇30多亩临街商住用
地，交通便利，产权清晰，低价转
让。联系电话：18976733338。
农庄150亩（其中建设用地35亩）
转让。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
13853660113。

转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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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电话：
88558868，13518885998。

●澄迈华晋综合门诊部有限责任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27324043082W）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放养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8MA5

U1ACL4W）遗失公章一枚，声明

作废。

●黄艺遗失机动车驾驶证，证号：

460022197702183215，特此声明。

●海南昌宇律师事务所羊俊双律

师遗失由海南省司法厅颁发的律

师 执 业 证 ，执 业 证 号 ：

14601202011207656，流 水 号 ：

11329727，声明作废。

●五指山市水满乡粤海苗家饭店

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

可证编号：JY24690011828067，

特此声明作废。

●东方城东海岛专营店不慎遗失

服务保证金票据一张，票据号码：

0253488，金额：5000元整，特此

声明。

●海南城鑫建材贸易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发票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陈业孝不慎遗失户口本一本，户

号：030201161；居民身份证一张，

证号：460004196412144034，特

此声明。

●吴海娟不慎遗失户口本一本，户

号：048204559；居民身份证一张，

证号：460021196312015426，特

此声明。

●杨华容遗失海口翔飞汽车贸易

有限公司开出的1000元押金条收

据，声明作废。

●刘云不慎遗失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蓝城山语泉小区 7 号楼

516 房的购房收据一张，编号：

NO2227771，金额：50000元，声明

作废。

●陵水县椰林镇透明实验室奶茶

店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副本，编号：JY24690281702237，

声明作废。

公司公告送达劳动仲裁申请书及
证据、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
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委领取（地址：海口市西沙路4
号，联系电话：0898-66523285），
逾期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
后的2022年4月8日上午9时在
本委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月22日

注销公告
海南语润叶子教育培训中心有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TYDG052）经 股
东会决议终止营业并注销，现已组
成清算组进行清算，清算组由孔小
芳、孔德壮、黄慧娟、彭宇、黄姗姗
组成，请有关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到我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
记手续。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
区海垦街道三叶西路8号滨濂（南
北）社区综合文化中心2号楼B座
2 层，联系人：汪飞，联系电话：
18889929879。
海南语润叶子教育培训中心有限
公司

减资注销

广告·热线：66810888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4〕海中法民一初字第30号
民事调解书和权利人的申请，于2020年9月17日立案恢复执行申请
执行人符皓新与被执行人海南豪远黑熊养殖有限公司、王蓉、莫震强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本院查封了被执行人莫震强所
有的登记在海南亚卓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口市府城镇凤翔
大厦第二层西侧套内面积 590.51m2 的房产（不动产权证号：

HK073001）及对应的土地使用权、第三层西侧套内面积587.82m2的
房产（不动产权证号：HK072998）及对应的土地使用权、第四层西侧
套内面积585.13m2的房产（不动产权证号：HK072995）及对应的土
地使用权。因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
拟将对上述查封财产予以处置。如对上述财产有异议者，自本公告
刊登或张贴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交
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财产。特此公告。联系
人：陈法官，联系电话：0898-36662067。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二年一月十八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琼01执恢118号之一

■ 人民日报评论员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在十九
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总结运用党的百年
奋斗历史经验，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
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坚持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严的主基
调不动摇，坚持发扬钉钉子精神加强作
风建设，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
持纠正一切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和不正
之风，坚持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坚
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制度，以伟大自我
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坚持不懈把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向党内
顽瘴痼疾开刀，以雷霆万钧之势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以钉钉子精神把管党
治党要求落实落细，刹住了一些多年

未刹住的歪风邪气，清除了党、国家、
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全面从严
治党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
了全方位、深层次影响。同时，也要看
到，全面从严治党还远未到大功告成
的时候。在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
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
因素无时不有，各种违背初心和使命、
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无处不在，党内
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
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
本解决。我们党历经百年、成就辉煌，
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中迷失自我，
决不能滋生已经严到位的厌倦情绪，
要始终保持思想上的冷静清醒、增强
行动上的勇毅执着，坚持严的主基调，
全面从严、一严到底。

一个政党最难的就是历经沧桑而
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永葆党的马克思
主义政党本色，关键还得靠我们党自

己。只有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壮士断
腕，才能让自身始终过硬，始终成为时
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
义执政党。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
行好，向人民、向历史交出更加优异的
答卷，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赢得更加伟
大的胜利和荣光，我们党必须勇于进
行自我革命，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
加坚强有力。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要增强忧患意
识，勇敢面对“四大考验”，坚决战胜

“四种危险”，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
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伟大自我革命引
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
进伟大自我革命，确保党在新时代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
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今年将召开党的二十大，这是我
们党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

程的重要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
代表大会，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
一件大事。要继续发扬历史主动精
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乘势而上、再接
再厉，着力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
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政
治环境，确保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
远。要深入学习、全面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巩固拓展党史学
习教育成果，更加坚定自觉地牢记初
心使命、开创发展新局；强化政治监
督，确保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保持反腐败政治定力，不断实现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的战
略目标；加固中央八项规定的堤坝，锲
而不舍纠“四风”树新风；加强年轻干
部教育管理监督，教育引导年轻干部
成为党和人民忠诚可靠的干部；完善
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使各
项监督更加规范、更加有力、更加有
效。“执纪者必先守纪，律人者必先律

己。”纪检监察机关和纪检监察干部要
始终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纪
检监察事业，更加有力有效推动党和
国家战略部署目标任务落实；纪检监
察队伍必须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纪
律要求自己，始终做党和人民的忠诚
卫士。

“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者也。”回望
过去，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
设、改革的实践都证明，什么时候我们
党自身坚强有力，什么时候党和人民
事业就能无往而不胜。面向未来，继
续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坚持不
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不断
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
新、自我提高能力，我们这个风华正茂
的百年大党就一定能永葆旺盛生命力
和强大战斗力，团结带领人民战胜前
进道路上的一切风险挑战，不断夺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

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重要讲话精神

广东珠海新增2例确诊病例
为3岁和4岁儿童

新华社广州1月21日电（记者王浩明）记者
21日从珠海市卫生健康局了解到，21日8时至12
时，珠海市新增2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目前珠
海累计有确诊病例31例、无症状感染者3例。

新增的2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3岁和4岁
儿童，近期已作为密切接触者接受集中隔离观察，
在密切接触者例行检测中发现。

据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记者赵琬微）记
者21日从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
员会了解到，北京冬奥会火炬传递将于2月2日
至4日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进行。北京
冬残奥会火炬接力将于3月2日至4日进行。

冬奥会火炬传递在北京赛区设4个点位，延
庆赛区设2个点位，张家口赛区设5个点位。

本次火炬传递的一大亮点，是把机器人和自
动驾驶融入传递场景中。在冬奥公园，将由水陆
两栖机器人与水下变结构机器人在水下完成火炬
传递。这将是奥运史上首次机器人与机器人之间
在水下进行火炬传递。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火炬传递线路确定

奥运史上首次机器人
水下传递将上演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 记者从
应急管理部获悉：日前，国务院常务
会议听取了河南郑州“7·20”特大暴
雨灾害调查情况的汇报，并审议通过
了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
查报告。经国务院调查组调查认定，
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是一
场因极端暴雨导致严重城市内涝、河
流洪水、山洪滑坡等多灾并发，造成
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特别重
大自然灾害；郑州市委市政府及有关
区县（市）、部门和单位风险意识不
强，对这场特大灾害认识准备不足、
防范组织不力、应急处置不当，存在
失职渎职行为，特别是发生了地铁、
隧道等本不应该发生的伤亡事件。
郑州市及有关区县（市）党委、政府主
要负责人对此负有领导责任，其他有
关负责人和相关部门、单位有关负责
人负有领导责任或直接责任。

2021年7月17日至23日，河南
省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发生严重
洪涝灾害，特别是7月20日郑州市遭
受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灾害共
造成河南省150个县（市、区）1478.6
万人受灾，因灾死亡失踪398人，其中
郑州市380人、占全省95.5%；直接经
济损失1200.6亿元，其中郑州市409
亿元、占全省34.1%。

灾害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
视，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始
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
一位，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并派
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迅速投入抢险救

灾，为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注入了强大动
力、提供了坚强保障。李克强总理多次
作出重要批示，主持专题会议部署，深入
河南灾区考察，要求抓实防汛救灾措施，
加快恢复重建，严肃认真开展灾害调查
工作。国家防总、国家减灾委立即启动
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开展防汛救
灾工作。河南省委省政府、国家有关部
委、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消防救援队伍等
各有关方面和广大干部群众全力以赴投
入抗洪抢险救灾。目前，灾后重建工作
正在全面有效开展。

这次灾害虽为极端天气引发，但集
中暴露出许多问题和不足。为查明问
题、总结经验、汲取教训，经党中央批准，
国务院成立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
害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水利部、
交通运输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
部、公安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
部、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
局和河南省政府参加，分设综合协调、监
测预报、应急处置、交通运输、城市内涝、
山洪地质灾害等6个专项工作组，分别
由有关部委牵头，并邀请气象、水利、市
政、交通、地质、应急、法律等领域的院士
和权威专家，组成专家组全程参加。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相关部门指导开展相关
工作。

调查组本着对党和人民负责、对
社会和历史负责的态度，充分考虑这
场特大暴雨强度和范围突破当地历
史记录、远超出城乡防洪排涝能力的
实际，坚持依法依规、实事求是、科学
严谨、全面客观的原则，依照有关法

律法规，通过现场勘查、调阅资料、走
访座谈、受理信访举报、问询谈话、调
查取证、分析计算、专家论证等方式，
复盘灾害发生和应对过程。经过全
面深入调查，查明了郑州市和有关区
县（市）党委政府、部门单位履职情况
及存在的问题，查明了社会广泛关注
的重点事件和因灾死亡失踪人数迟
报瞒报问题，并总结分析经验教训，
提出了改进工作的措施建议。

调查组查明，郑州市委、市政府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防汛救灾决策
部署和河南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不力，
没有履行好党委政府防汛救灾主体责
任，对极端气象灾害风险认识严重不足，
没有压紧压实各级领导干部责任，灾难
面前没有充分发挥统一领导作用，存在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党政主要负责
人见事迟、行动慢，未有效组织开展灾前
综合研判和社会动员，关键时刻统一指
挥缺失，失去有力有序有效应对灾害的
主动权；灾情信息报送存在迟报瞒报问
题，对下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迟报瞒
报问题失察失责。

调查组还对造成重大伤亡和社
会关注的事件进行了深入调查，查明
了主要原因和问题，认定郑州地铁5
号线、京广快速路北隧道亡人事件是
责任事件，郭家咀水库漫坝事件是违
法事件；荥阳市崔庙镇王宗店村山洪
灾害存在应急预案措施不当、疏散转
移不及时等问题，登封电厂集团铝合
金有限公司爆炸事故存在未如实报
告人员死亡真实原因并违规使用灾

后重建补助资金用于死亡人员家属
补偿等问题。同时，调查组还查明郑
州二七区、金水区、巩义市、荥阳市、
新密市、郑东新区等6个区市、10个
乡镇街道，郑州市及相关区县（市）应
急管理、水利、城市管理等8个系统的
18个单位，以及郑州地铁集团、河南
五建集团、郑州城市隧道管养中心等
9个企事业单位的责任。

调查组按规定将调查报告和有
关公职人员履职方面的问题线索，及
时移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追责问责
审查调查组。

针对灾害应对处置中暴露的问
题，调查组总结了六个方面的主要教
训：郑州市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
负责人缺乏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市
委市政府及有关区县（市）党委政府
未能有效发挥统一领导作用；贯彻中
央关于应急管理体制改革部署不坚
决不到位；发展理念存在偏差，城市
建设“重面子、轻里子”；应急管理体
系和能力薄弱，预警与响应联动机制
不健全等问题突出；干部群众应急能
力和防灾避险自救知识严重不足。

调查组还提出六项改进措施建
议，强调要大力提高领导干部风险意
识和应急处突能力，建立健全党政同
责的地方防汛工作责任制，深入开展
应急管理体制改革及运行情况评估，
全面开展应急预案评估修订工作、强
化预警和响应一体化管理，整体提升
城市防灾减灾水平，广泛增强全社会
风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河南省委原常委、
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
因河南郑州“7·20”
特大暴雨灾害被问责

新华社北京 1 月 21 日
电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
央纪委对河南省委原常委、郑
州市委书记徐立毅在河南郑
州“7·20”特大暴雨灾害中违
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徐立毅同志作为
时任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
委书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不力，对河南
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风
险认识不足、警惕性不高、防
范组织不力，灾害发生后统
筹领导和应急处置不当，督
导检查和履职尽责不到位，
造成严重后果和不良影响。
徐立毅同志对郑州市在灾害
中暴露出来的相关问题，负
有重要领导责任，应予严肃
问责。

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
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
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
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
准，决定给予徐立毅同志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由国家监
委给予其政务降级处分。

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