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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

美方应立即撤销
有关对台军售计划

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记者孙楠）针对美
国宣布价值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外交部发
言人赵立坚8日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应
立即撤销上述对台军售计划，停止售台武器和美
台军事联系。

赵立坚是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
时作上述表示的。

赵立坚说，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严
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

“八·一七”公报规定，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
益，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中方对此
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

他说，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
合公报规定，立即撤销上述对台军售计划，停止售台
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中方必将采取正当有力措
施，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和安全利益。”赵立坚说，具体
措施“请大家拭目以待”。

商务部回应美将33家
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

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针对美国商务部日
前宣布将33家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未经验证
清单”，商务部发言人8日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
坚决反对，并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回到合
作共赢的正确轨道上来。

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美国政府有关公
告。美方以所谓“无法令人满意地完成最终用户
访问而导致其诚信无法核实”为由，将中国实体列
入“未经验证清单”，中方坚决反对。

发言人指出，近年来，美方将出口管制作为政
治打压和经济霸凌的工具，不断采取单边措施对
他国企业、机构和个人进行打压遏制，给中美企业
间正常经贸合作制造困难和障碍，对国际经贸秩
序和自由贸易规则造成严重破坏，对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造成严重威胁，这不利于中国，不利于美
国，也不利于整个世界。

发言人表示，美方应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回
到合作共赢的正确轨道上来，与国际社会一道，
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世界经济复苏多做
贡献。

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印发了《军
队功勋荣誉表彰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
认真遵照执行。

《条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
事战略方针，着眼实现党在新时代的
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
一流军队，突出为战励战，加强体系设
计，构建富有新时代特色、符合新体制

特点、体现新使命要求，全面聚焦备战
打仗的军队功勋荣誉表彰体系。

《条例》按照勋章、荣誉称号、奖励、
表彰、纪念章等，区分战时平时、行业领
域、人员类别，对军队功勋荣誉表彰体
系进行全面重塑。《条例》创新设立指挥

员功勋荣誉表彰措施，体系设计聚焦胜
战、聚力强军的勋章奖章纪念章，统一
规范军队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待遇，丰
富荣誉褒扬激励形式。《条例》还对军队
涉外功勋荣誉表彰作了规范。

《条例》的颁布施行，对完善党和

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增强军
事职业吸引力和军人使命感、荣誉感，
教育引导官兵发扬我军大无畏的英雄
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激励全
军官兵奋力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
具有重要意义。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印发《军队功勋荣誉表彰条例》

●林谋不慎遗失东风本田牌轿车
合 格 证 ，合 格 证 证 号 ：
WAC315004792331，车辆型号：
DHW7153FECSF，发 动 机 号 ：
1018372，车架号：LVHFE1664N
6025414，声明作废。
●海南汽运物业公司不慎遗失财
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胡俊杰遗失军人残疾证，证号：
2019Y1W121081122610057，声
明作废。
●符素敏不慎遗失海南省交通规
费征稽局洋浦分局的交通运输行
政执法证，执法证号：46193007，
特此声明。
●杨茜不慎遗失海南省交通规费
征稽局琼中分局的交通运输行政
执法证，执法证号：46173010，特
此声明。
●洋浦和鑫物流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琼E0047挂（黄色）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运输证，证号：琼交运
管洋浦字462000062085号，声明
作废。
●洋浦和鑫物流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琼E12901（黄色）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运输证，证号：琼交运管洋
浦字462000062126号，声明作废。
●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镇大东村
民委员会福良三村民小组遗失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13806003，声明作废。
●王家发不慎遗失坐落于陵水县
椰林镇解放路的不动产权证，证
号：琼〔2017〕陵水县不动产权第
0001048号，声明作废。
●琼海市长坡镇长坡村民委员会
长上村民小组遗失基本户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47059301，
声明作废。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公告
〔2021〕琼0106民初1209号

洪永琼：本院原告陈小凡与被告洪

永琼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

2022年1月21日作出了〔2021〕琼

0106民初1209号民事判决书。因

你下落不明，本院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以上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

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2022年1月25日

公告
海口伊和华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张立华与你公司

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1〕第1435号），现依法向你单

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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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6751119），逾

期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

的2022年4月29日上午九点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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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

减资公告
海南思迈生物技术应用研发中心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100MA5RFCJ81B），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万元，
请债权人自见报起45日内向公司
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
保请求，特此公告。联系人：刘亚
兵，联系电话：13876698206。

减资公告
海南海地工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9003075716687L）
经股东会议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
人民币 5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100万元，原债权债务不变，请债
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
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请求，特此公告。联系人：吴女士，
联系电话：18589649555。

注销公告
海南勇士奇迹森林主体公园投资
有限公司拟向三亚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
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来我公司办
理相关事宜。

认婴公告
王思彤，女，约8岁，
2020 年 2 月因疫情
影响在海口市与父亲
王付善流落街头，被
好心人王槐锋收留家

中2个月多，王付善外出工作后失
联。王思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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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27715066。 白沙黎
族自治县民政局 2022年2月8日

作废声明
海南宏图实业有限公司因公章、财
务专用章和合同专用章未备案，声
明作废。

公告
海口美兰恒薪美食店：

本委受理申请人谢智等三十一人

与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

案字〔2021〕第828-858号）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海劳人仲裁字〔2021〕第797-827

号仲裁裁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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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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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2月8日

减资公告
海南海与华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0200MA5RF7
DT1J）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
本由人民币8000万元减少至人民
币4000万元，原债权债务不变，请
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
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
保请求，特此公告。

●海口宣维涂饰有限公司遗失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410006205301，声明作废。
●出租方：周卉，承租方：陈雷波、
陈儒莲遗失坐落于蓝天路61-3号
群芳花园C幢604房的房屋租赁
证，证号 ：美房租证〔2021〕第
49180号，声明作废。
●海南金江富海实业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编号：4601080324951，声
明作废。
●洋浦杨子江实业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多乐投资（海南）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TN
0K720）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琼海市长坡镇良玖村民委员会
鸡埇一村民小组遗失基本户开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410017723301，声明作废。
●海南省大珺投资有限公司公章
因磨损变形，现声明作废。
●大珺（海南）商务咨询服务中心
（有限合伙）公章因磨损变形，现声
明作废。
●东方市王桦保洁有限公司遗失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19182001，声明作废。
●陈定养遗失昌江县石碌镇河北
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
用证，证号：昌国用〔2000〕字第
0423，现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声 明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减资公告
海南九如淞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30MAA92A415C）经 公

司股东会议决议，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

民币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200

万元，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

天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

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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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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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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热线：66810888

聚焦疫情防控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十例、累
计确诊病例逾百例……广西百色
正面临着一场防疫大考，2月 5日
至2月8日12时，百色累计报告确
诊病例 126 例，涉及 6 个县（市、
区）。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
百色全域实行“不进不出”，防控举
措下，群众生活物资、看病就医等
需求如何保障？

管控举措不断升级
原则上人员车辆不进不出

眼下，地处桂西的百色，一场本
土疫情的暴发，让当地大街小巷更显

“寂静”。
根据疫情形势的变化，百色市

管控措施不断升级。从2月7日零
时起，百色实施全市范围的交通管
制，原则上车辆和人员不进不出，
百色市内各县（市、区）之间、各县
（市、区）内各乡（镇）之间不进不
出，各县（市、区）、各乡（镇）内部
严格执行人员管控，非必要不流
动。

“目前，百色在全市采取全员居
家隔离管控措施，学校和各类培训机
构全部停课、公共交通停运。”百色市
副市长古俊彦介绍，居家隔离期间，
除保供应的超市、农贸市场、医院、药
店外，其他经营场所一律停业，居民
非必要不出门。

加强储备保障物资供应
商场、超市不得随意涨价

百色常住人口为 350多万，全

域“不进不出”，物资保障情况如
何？

古俊彦介绍，生活物资方面，百
色市储备应急成品粮540吨，储备粮
7.81万吨，生猪、牛羊、活禽存栏及水

产品、蔬菜等物资储备可保障全市群
众的基本生活需求。

据介绍，目前百色正加强市场
的保供稳价工作，辖区内90家大中
型商超粮、油、米、面等生活必需品

供应有保障。百色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发布提醒称，各经营者及相关单
位要认真规范商品定价行为，做到
明码标价，并在醒目位置进行公示，
各商场、超市、农贸市场、电子商务
平台经营者应履行价格承诺，不得
随意涨价。

摸清底数
保障群众看病就医

记者了解到，针对群众看病就
医问题，百色制定印发了《百色市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疗服务保障
工作预案》，明确各地各片区出现
疫情时向封控区、管控区派出医疗
服务队伍，响应特殊人群的紧急就
医需求，建立从120响应调度到医
疗机构派出救护队直至患者入院
的一整套流程。

百色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黄再波
介绍，百色已要求各级各类医疗机
构在确保院感防控的前提下，建立
急危重患者绿色通道，保证120急
救电话24小时通畅，确保有疫情发
生期间能够及时对有就医需要的患
者提供点对点接送。同时，明确医
院、药店等保就医需求的单位正常
服务和营业，规定医疗车辆在全市
正常通行。

（据新华社南宁2月8日电 记者
徐海涛 曹祎铭 梁舜）

4天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26例

广西百色全域“不进不出”
群众吃饭就医如何保障？

春节假期刚过，春节期间疫情防
控工作开展情况如何？当前春运已
进入复工返岗出行高峰期，人员流动
较大，怎样做好返程运输疫情防控工
作？针对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8日给
出最新回应。

疫情形势如何？整体
平稳，局部散发的聚集性
疫情得到有效处置

春节期间人员流动增多，防疫压
力加大。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
人米锋表示，春节期间，全国疫情防
控形势整体平稳，但仍有局部聚集性
疫情的发生和扩散。

据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密切
关注各地疫情形势，强化值班值
守，分析研判风险点，指导各地快
速有效稳妥地处置疫情，局部散发
的聚集性疫情均得到了快速有效
处置，有的已经得到了控制，有的
尚在处置过程中。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一级巡
视员贺青华介绍，北京、天津的疫情
总体趋于控制，黑龙江黑河的疫情已
报告发生7例感染者，感染者的病毒
序列结果显示为奥密克戎变异株。
此外，广东深圳奥密克戎关联疫情波
及到广东、广西、湖南等地。广西百
色的疫情正处于快速上升阶段，约
80%以上的感染者居住在同一自然
村，空间聚集性明显。

米锋表示，当前正值春运返程高
峰，各地要继续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综合组此前对执行防疫政策提
出的不得随意延长集中隔离观察和
居家健康监测期限等“五个不得”要
求，分地区分人群科学精准落实各项
防控措施，保障人员安全有序流动。

假期群众生活必需品
供应如何？“库中有货”和
“架上有货”

春节是中国人重要的传统节日，群
众消费需求旺盛，春节假期群众生活必
需品供应情况怎么样？如何保障？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
二级巡视员丁书旺表示，全国商务系

统全力保障广大城乡居民生活必需
品供应，督促商贸流通企业加强产销
衔接，提前准备，保证“库中有货”和

“架上有货”；鼓励电商平台、物流企
业正常配货送货；指导疫情、极端天
气发生地区就地就近、分区分级联保
联供。

“各地重点商超、农批市场坚持
开门营业，网购配送照常服务，粮油
肉蛋奶果蔬等生活必需品种类齐全、
数量充足、价格稳定，居民节日消费
需求得到较好满足。”丁书旺说。

春运返程怎样抓好防
疫？安全有序，错峰出行

当前春运已经进入返岗复工高

潮，客流量较大。如何保障群众安全
返程？

国铁集团劳卫部副主任伍世平
表示，针对返程运输高峰出行情况，
铁路部门采取投放充足运力、提供宽
松乘车条件，开行“点对点”专列，严
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加强车
站重点部位预防性消毒等有针对性
的疫情防控措施。

贺青华提醒，返程出行仍然要坚
持安全有序，尽量错峰出行。在返程
出行前，要关注目的地疫情防控规
定，提前做好核酸检测等准备工作，
旅途中要做好个人防护。同时，要加
强个人健康监测。

（据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记
者李恒 宋晨）

2月7日，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郑
州动车段动车组机械师对综合检测列车转向架状
态进行检查。

2月8日，济（南）郑（州）高铁濮阳至郑州段
正式开始联调联试，标志着该铁路濮阳至郑州段
开通进入倒计时。济郑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
通车后将成为中原城市群与山东半岛城市群间的
快速客运通道。

新华社发（崔轩豪 摄）

济郑高铁濮阳至郑州段
开始联调联试

春节期间全国疫情防控形势如何？如何做好春运返程防疫工作？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回应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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