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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将至 牢记这些返乡防疫提示
春运到来，如何便捷查询各地防

疫政策？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国务院

客户端微信小程序中设置了各地疫情

防控政策查询服务，用户可以选择出
发地和目的地，查询各地抵离政策。

对于乘坐火车出行的旅客，国铁
集团客运部副主任朱文忠介绍，铁路

12306手机客户端提供购票出发地
与到达地疫情防控政策实时查询功
能，同时还为注册用户提供行程提
醒、列车运行变更通知和电子临时乘

车身份证明等多项服务。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专家提

示旅客，要合理规划行程，提前了解出
发地、目的地最新疫情防控政策。

2022年铁路春运学生流、务工
流、探亲流等基本出行需求仍保持一
定规模。客运场站和交通运输工具
人员密集、人流量大，如何平安健康
踏上返乡旅途？

朱文忠介绍，铁路已经具备旅行

全流程的电子化、自助化条件，建议
广大旅客尽量使用互联网、手机客户
端、自助票务终端等非接触方式，降
低疫情传播风险。

据了解，铁路部门延长了互联网
售票改签业务办理时间，提供24小

时退票服务，同时调整了退票手续费
规则，方便旅客灵活调整出行计划。

对于乘坐飞机出行的旅客，民航
局飞行标准司司长韩光祖提示，要全
程佩戴口罩、机上不换座、减少不必
要的走动、有序使用盥洗室。

交通运输部应急办副主任周旻
提醒自驾出行旅客，要配合疫情防控
的检查，在高速公路服务区等场站停
靠时，要遵守扫码登记、测温等各项
规定，正确佩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
加强个人防护，减少停留时间。

春节期间，不少地区有走亲访
友、举办酒席的习俗。近期，各地纷
纷出台政策，提醒民众假期做好个人
防护不放松。

北京经开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指挥部近日发布通知，要求家庭私人
聚会等控制在10人以内，努力做到

年夜饭家里吃。
深圳市也发布通知，要求全市各

类公共场所严格落实体温检测、亮
码、戴口罩等防控措施，景区景点、餐
饮单位、室内公共场所、密闭场所落
实限量、预约、错峰要求，接纳消费者
人数不得超过最大承载量的50%，并

严格控制瞬时流量。
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

副司长毛德智提示，要因地制宜移风
易俗，不要搞大操大办，家庭聚会、酒席
要严格按照当地疫情防控要求进行，
尽量压缩人员规模，避免大规模聚集。

毛德智提醒，春节期间尽量减少

外出串门、拜访、聚餐，特别是重点返
乡人员，要自觉遵守相关规定。确需
外出的，一定要科学佩戴口罩并按时
进行更换，勤洗手，少接触，保持一定
的距离。如有发热或异常情况第一
时间报告、就诊。（新华社北京1月24
日电 记者徐鹏航 宋晨）

随着西安中高风险地区清零，1月24日起，全市降为低风险地区。交通工具全面恢
复运营，有序复工复产，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恢复正常办公秩序。

图为1月24日，陕西西安北站候车室里人头攒动。 新华社发（张鑫 摄）
西安全市降为低风险地区

新华社北京 1月 24 日电 （记
者张漫子）在24日举行的北京市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
274场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庞星火通报，
1月 23日 16时至 1月 24日 16时，
北京新增 9 例本土新冠病毒感染
者，其中确诊病例7例、无症状感染
者2例。奥密克戎变异株关联疫情
无新增感染者。

庞星火介绍，新增的9例本土新
冠病毒感染者中有8例现住丰台，另
外1例现住朝阳。目前北京市相关
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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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目前，北京市疾控中心实验室已
完成28例感染者的全基因组测序，
结果显示均属于德尔塔变异株，为同
一传播链。对涉疫冷库中冷冻货物
及环境阳性标本进行全基因组测序，
分析结果与本轮疫情部分早期感染

者病毒序列完全一致。
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

介绍，北京将继续从严从快做好落位
管控筛查。要分类严格执行医学观
察、健康监测、核酸检测等措施，用好
北京健康宝，通过弹窗和短信提示，
督促重点风险人员主动报告，及时进
行核酸检测。风险人员要就地管控，

对已出京的要第一时间横传外省区
市，防止风险外溢，风险区域人员原
则上不出京。

徐和建表示，丰台区是当前疫情
防控的重点地区，相关部门将组织开
展第二轮丰台区全员核酸筛查，加强
采样送样检测报告各环节的衔接，提
高检测效率，做到快检快出、全覆盖、

不遗漏。
庞星火说，当前北京正处于疫情

防控关键时刻。建议市民朋友关注
疫情信息、健康宝状态，与病例活动
轨迹有交集或接到健康宝弹窗的人
员立即向社区报告，配合集中隔离、
居家隔离、健康监测、核酸检测等措
施。一旦出现发热、干咳、乏力、嗅觉
味觉减退、鼻塞、流涕、咽痛、结膜炎、
肌痛和腹泻等11类新冠肺炎相关症
状，不要自行购药、服药，不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网约车等，需立即报告社
区，采集标本进行检测并采取相应防
控措施。

北京新增9例本土感染者
风险区域人员原则上不出京

遗失声明
项目全流程咨询集团（海南）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公章、（文雅）法人
章、发票专用章和财务专用章各一
枚，现声明作废。

●海南米爸亲子户外运动俱乐部
遗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
本一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46000034816791XM，声明作
废。
●连斌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商业城B11
栋807号房的3张收款证明收据
原件（编号 DZ：0002563，金额：
10000 元；编号DZ：0002564，金
额：10000元；编号DZ：0002570，
金额：213213元），现声明作废。
●澄迈振德堂新城大药房因发票
章破损，现声明作废。
●海南七彩祥瑞光电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05MA5RJT986N）遗失公
章，现声明作废。
●谢林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副本，证号：琼交运管许可澄迈字
469023100065号，声明作废。
●海南兴兆矿业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海南省现代农业检验检测预警
防控中心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Z6410001294703，声明作废。
●蒙小金遗失《国家直管房屋租赁
凭证》，档号：178，声明作废。
●郭慧铮遗失海南华侨城实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华侨城·曦海岸项目
东区非人防车位098号的认购书，
编号：0002326，声明作废。

公告
海口市滨海大道四星级酒店餐饮
项目寻求合作伙伴，餐厅共两层，
经营面积2500平方米，设施设备
齐全。联系人：武女士，联系电话：
0898-68519938、13876681688。

证，证号：乐字SPF201100470号
和该区5号楼龙趣阁1904房的房
屋 产 权 证 ，证 号 ：乐 字
SPF201100477，声明作废。
●王颖不慎遗失坐落于乐东县九
所新区龙栖湾温泉花园（I区）5号
楼龙趣阁1004房的房屋产权证，
证号：乐字2011003192号，现声
明作废。
●海南省泳润房地产信息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
废。
●刘传武不慎遗失三亚中升宏达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的定
金 收 据（蓝 联）一 份 ，编 号 ：
0004138，金额：5000元整，声明
作废。
●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龙源村委
会青云三村民小组不慎遗失海口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土桥
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11928001，声明作废。
●李海珍遗失全国卫生专业技术
资格证书，证号：201046001027，
特此声明。
●刘家诚遗失坐落于临高县临城
镇江南二环北路的土地证，证号：
临国用〔2012〕第 111号，特此声
明。
●临城镇大波村委会敦礼村民小
组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10971702，现声明作废。

●海南芯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0300306236155P）遗失财务
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声明作废。
●临城镇大坡村委会敦礼村民小
组遗失公章，现声明作废。
●海南枫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于
2022年1月24日）遗失公章，声明
作废。
●海南林达集团有限公司遗失三
亚国际商业城B2栋三亚国际商业
城B栋主楼17层B2-1713房的购
房 合 同 ， 合 同 编 号 ：
20101101290134，现声明作废。
●海南林达集团有限公司遗失三
亚国际商业城B2栋三亚国际商业
城B栋主楼17层B2-1712房的购
房 合 同 ， 合 同 编 号 ：
20101101290128，现声明作废。
●杨惠国遗失位于万宁市万城镇
群庄村委会港尾村的海南省乡村
建设规划许可证，证号：乡字第
〔2021〕0215号，声明作废。
●陈世蕃（已故）不慎遗失坐落于
陵城镇北斗东一路国有土地使用
权证，证号：陵国用（陵城）字第
03708号，声明作废。
●李海珍遗失全国护士执业资格
证书，证号：04234490，特此声明。
●于靖波不慎遗失坐落于乐东县
九所新区龙栖湾温泉花园（l区）1
号楼龙江阁1904房的房屋产权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注销土地证和补发不动产权证
书的通告 海资规美兰〔2022〕54号
李茜向我局申请补办和继承位于
海口市桂林洋农场林海一横路东
侧，土地使用权人为肖永（已故），使
用权面积为131.18平方米的琼山
市国用（桂林洋农场）字第2002-25-
017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经调
查，上述《国有土地使用证》已登报
挂失，现通告注销，该证不再具有
法律效力。凡对此注销通告有异议
者，请自本通告之日起15个工作日
内向我局美兰分局提出书面申述。
逾期无异议，我局将依法给肖永的
合法继承人补发上述宗地的《不动
产权证书》。特此通告。电话：6536
0879（赵映云）。2022年1月19日

认婴公告
女婴，姓名不详，于2017年7月2日

上午7时在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大本村委会什冲老路边拾到一

名女婴并将其抱养，女婴当时放在

一个泡沫箱里，身穿黄色长袖上衣，

下身穿黄色裤子，女婴用一张蓝色

被单包裹着，现登报寻找该女婴的

父母，请于公告之日起60天内，持有

效证件过来认领。联系人：黄丽妹，

联系电话：13322044923。

认婴公告
男婴，姓名不详，出

生约有 25 天，于

2017年7月21日在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

湖公园处被捡拾。婴（儿）生父母或

其他监护人请于公告之日起60天

内持有效证件前来认领，逾期将被

依法安置。联系电话：66270809。

海口市民政局

2022年1月24日

减资公告
博礼健康科技（海南）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UJHF9B）注 册
资本由陆仟万圆整减少至伍佰万
圆整，原债权债务不变，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海南省网络文化行业协会拟向海
南省民政厅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见报起45日内到本协会办
理相关事宜。

遗失声明
中建大华（海南）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中建大华（海南）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太禾小镇·瑞园（一期）建

设项目总承包工程精装修专业分

包工程项目部资料专用章（盖经济

合同无效），声明作废。

遗失作废声明
儋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我行因不慎将坐落于儋州市白马

井新街区涌泉路，面积为153平方

米的国有土地他项权证遗失，土地

他项权证号为：儋他项〔2016〕第

291号，现需注销土地抵押登记手

续。户主羊发荣对所提供材料的

真实性负责，并承担可能产生的后

果，请于办理注销土地抵押登记为

盼！特此申请。

申请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儋州分行

2022年1月24日

遗失声明
海南省福州商会遗失海南省社会

团体会员专用收据一本，收据号

码：7581301～7581350，共50份，

声明作废。

广告·热线：66810888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3876025930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海
口
发
行
站

市
县
代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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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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76490499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3876025930
澄 迈 1387649049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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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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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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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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让

公告
全民数据云（海南）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占兴窄与你公司
劳 动 争 议 案（海 劳 人 仲 案 字
〔2021〕第997号）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委海劳人仲
裁字〔2021〕第 867 号仲裁裁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地址：海
口市西沙路 4 号，联系电话：
0898- 66751119），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
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月24日

土地通告

公告送达

三部门严查向未成年人
无底线营销食品行为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记者赵文君）市场
监管总局、教育部、公安部24日联合发布《关于开
展面向未成年人无底线营销食品专项治理工作的
通知》，全面治理校园及周边、网络平台等面向未
成年人无底线营销色情低俗食品现象。

近期，一些包装或内容含有色情暗示、宣传违
背社会风尚的食品，面向未成年人销售，有些甚至
成为“网红零食”，引发社会各界高度关注。通知
明确，将适时联合公布治理行动成果，曝光典型案
例。通过查办一批违法案件、曝光一批典型案例、
严惩一批违法分子，形成有效震慑。

通知要求，市场监管部门要重点加强校园及
校园周边等区域食品安全日常监管和抽检监测，
严厉查处有关违法违规行为，包括：未经许可从事
食品生产，生产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和标签
标识不合法的食品；对商品性能、功能作虚假或者
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发布恶搞、低俗以及含有色
情、软色情内容等违反公序良俗，损害未成年人身
心健康的广告；为“三无产品”等法律、行政法规严
禁生产、销售的产品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
生产经营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电商平台
经营者不履行法定核验登记义务、对违法情形未
采取必要处置措施或未向主管部门报告。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20只熊猫宝宝
集体亮相贺新春

新华社成都1月24日电（记者余里）24日上
午，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
20只半岁左右的熊猫宝宝集体亮相，向全国人民
送上最萌的新春祝福。

熊猫运动场内一派喜气，树上的红灯笼、门上
的红对联、地上的“鞭炮”和“新年礼物盒”，营造了
浓浓的春节氛围。20名奶爸奶妈每人怀抱一只
熊猫宝宝闪亮登场，齐声祝福全国人民：新春快
乐，虎虎生威。

今天亮相的熊猫宝宝均是2021年新生的熊
猫幼仔，其中最大的是“珍珍仔”，190多天；最小
的是“绣球仔”，120多天。

熊猫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主任魏荣平表示，
“2021年，我们坚持优生优育，严格按计划优选了
10余只雌性大熊猫参与繁殖，不断改善种群遗传
结构，保持良好的遗传多样性。幼仔诞生后，坚持
母兽带仔为主，人工育幼为辅，协助初产熊猫妈妈
照顾新生幼仔。亮相结束后，宝宝们会很快回到
妈妈身边。欢迎大家来神树坪基地看看这些可爱
的熊猫宝宝们。”

据介绍，2021年，熊猫中心共繁育成活大熊
猫幼仔18胎27仔，圈养大熊猫种群达到356只，
还发现了一例少见的同母异父双胞胎。为国内外
大熊猫合作提供技术支持，指导重庆动物园繁育
成活大熊猫2胎4仔，指导马来西亚、日本、新加
坡的大熊猫繁育成活3胎4仔。

图为1月24日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卧龙神树坪基地拍摄的熊猫宝宝。 新华社发

聚焦疫情防控

提前了解出发地、目的地最新疫情防控政策

戴口罩勤洗手 平安健康踏上返乡旅途

不搞大操大办 假期做好个人防护不放松

当前，我国新
增本土确诊病例明
显减少，但近期部
分地区接连有本土
聚集性疫情报告，
疫情扩散和外溢风
险仍然存在。春节
临近，返乡途中有
哪些防疫注意事
项？春节期间走亲
访友、家庭聚餐需
要注意什么？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有
关专家进行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