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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润行（海南）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TUK

8YXW）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

章、合同专用章和法人（张琦）私

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山源达机械加工有限公司遗

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海关签发

的《货物进口证明书》一份，证书编

号：H02210236395；遗失《进口机

动车辆随车检验单》一份，检验单

编号：BA0116682。商品名称：克

罗迪GLS4502999CC越野车，车

辆识别代号：4JGFF5KE7MA502

417，发动机号：25693030334405，

特此声明作废。

●李尚有不慎遗失东方广华实业

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两张，房

号：东方碧海云天小区H5栋1701

房，收据编号：DF0007076，金额：

356910 元 整 ；收 据 编 号 ：

DF0006561，金额：10000元整，特

此声明作废。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职业技术

学校不慎遗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琼中支行开户许可证，账

号：46001006936058000033，核

准号：Z6410001011301，现声明

作废。

●文昌市锦山镇良家庄村民委员

会燕山村民小组不慎遗失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24260601，

特此声明作废。

●文昌市公安局不慎遗失海南省

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两张，发票号

分别：0603835286、0507838313，

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胜丰东来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05MA5TNYHQ1K）遗失

财务专用章，现声明作废。

●东方东海路顺兴手机卖场遗失

发票两张，发票号码：3945750，

47296962，声明作废。

●林运发遗失车牌号琼F13391车

的 道 路 运 输 证 一 本 ，证 号 ：

460400064148，声明作废。

●海南海平面旅行社有限公司遗

失2017年11月10日由海口市旅

游发展委员会颁发的旅行社业务

经营许可证正本，编号为：L-

HAN00472，许可文号为：海旅审

批函〔2017〕23号，现声明作废。

公告
海南天裕源实业有限公司于2022
年4月18日，通过合法的全体股东
会议做出如下决议：
一、全体股东表决通过了对公司
《章程》的部分条款进行了修正（已
报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存档备
案）。二、全体股东当场表决一致
选举并确认公司董事会成员为：马
伦、李萍、蔡泽深。三、全体董事会
成员选举并确认马伦为本公司的
董事长。四、全体股东一致选举并
确认马伦为本公司的董事长，兼任
本公司法定代表人，全面负责领导
本公司经营管理工作。
特向社会各界敬告。

海南天裕源实业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0日

注销公告
海南省琼州社区发展策划服务中
心拟向海南省民政厅申请注销，请
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
到本中心办理相关事宜。

公告
泛德教育科技（海口）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黄桢、谢莹妃与你
公司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2〕第207、208号），现依法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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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898-66523285），
逾期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
后的2022年7月1日上午9时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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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

公告
灰度数字科技集团（海南）有限公
司：本委受理申请人王攀与你公司
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2022〕
第90号），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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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898- 66523285），逾期视为送
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2022年
6月29日上午9时整在本委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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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

声明
海南吉美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1年11月16日遗失公章、财务
专用章、私章（肖美），如有人持以
上三枚章签署的任何文件，本人不
予认可，特此声明。
海南吉美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肖美

2022年4月23日

通知
符永程同志，你向白沙中学借款人
民币肆仟元已达五年以上尚未归
还，请你于2022年5月10日前将
借款归还给学校，否则我校将追究
其法律责任。

白沙黎族自治县白沙中学
2022年4月23日

海南省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

关于重新确认会员资格的通知
各单位会员、个人会员：鉴于协会
长期与各会员无紧密联系，现为规
范管理，进一步做好协会注销有关
事宜，我协会决定对会员资格进行
重新确认，现将有关事项内容进行
通知：一、各单位会员、个人会员看
到登报通知后，请到协会办公室进
行会员资格确认登记。地址：海南
省海口市秀英区秀华路19号省人
民医院培训中心一楼，电话：
13876688289；二、重新确认会员
资格时间为2022年 4月 22日～
2022年5月21日；三、若在规定时
间内没有进行资格确认，视为自动
放弃海南省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
会单位会员、个人会员资格。

减资公告
海南天昱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U0
RUE2H）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向登
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伍亿零壹佰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壹佰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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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13701149938 沙汪洋

●徐婧媛不慎遗失东方广华实业
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两张，房
号：东方碧海云天小区H7栋408
房，收据编号：0000888，金额：
5000元整；收据编号：0000899，
金额：168088元整，特此声明作废。
●屯昌县新兴镇博文村委会第十
二组村民胡来大（身份证号码：
460026196310102413）遗失土地
承包经营权证书，原承包经营权证
编码：4690221001205120004J，
现声明作废。
●中国电建集团海南电力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遗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34601071353377，声明作废。
●乐游互娱科技（海南）有限公司
遗失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编
号：琼B2-20210216，声明作废。
●王悦遗失海口翔飞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开具的订车合同，金额：
1000元，声明作废。
●海口秀英区潮味正餐饮店不慎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许
可证编号：JY24601052003047，
声明作废。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职业技术
学校不慎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琼中支行开户许可证，账
号：2201026709200024234，核准
号：J6410003353601，现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通 知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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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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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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出售尚品华庭度假酒店
三亚水城路红树林酒店旁。占地
约1万m2，建面约3.6万m2。交通
便利，配套丰富。涵盖酒店、商铺、
办公等。准现房整体出售。
电话：18117664458

出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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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成信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信息
近期将公开拍卖三亚市周边约4
万平方米住宅项目，整体转让，无
纠 纷 ，证 照 齐 全 ，联 系 电 话 ：
17803685226。

拍 卖

声 明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口市江东新区JDWH-06-E18地块安居型商品房项目”位
于海口市江东新区白驹大道与海文高速联络线北延长线（在建）交汇
处。建设内容：9栋14/17层单体住宅，2栋商业，1栋幼儿园及1栋垃
圾房组成，设1层整体地下室。总规划用地面积44105.37㎡，总建筑
面积 147337.60㎡（地上建筑面积 115208.43㎡，地下建筑面积
32129.17㎡）。为确保4月份完成安居房部分选房、销售工作，根据
海口市建设工程项目申报分期竣工规划核实要求，首批次1#住宅楼、
4#住宅楼、7#住宅楼情况如下：

1、该项目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编号为：琼〔2021〕海口市不动产
权第0013458号。主体已按照批准的方案设计文本建设竣工，并已通
过政府部门完成了主体验收、节能验收、分户验收、人防验收等。2、绿
化：批建范围内的绿化已完成。3、环形道路：将在二批次一并完成，确

保按时交付使用。4、停车位：为达到人车分流，除地上少部分车位外，
统一进行地下停放，地下室已建设完成，将在二批次验收前全部完成，
确保按时交付使用。5、物业用房：首批次临时物业用房位于10#楼二
层，已建成使用。6、隔离围挡：建成区与施工区已设置安全隔离围
挡。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见，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7天（2022年4月23日至2022年4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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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86617,联系
人：刘鑫。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2年4月23日

《海口市江东新区（JDWH-06-E18地块）安居型商品房项目》
首批次1#楼、4#楼、7#楼规划核实验收公示启事

近期，全国疫情形势呈现逐渐企稳态势，但地
区之间交叉输入影响明显，各地动态清零的任务十
分艰巨。如何科学理解动态清零和零感染？如何保
障运输大动脉畅通？老年人疫苗接种情况怎样？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专家作出权威解答。

⦾ 动态清零不追求零感染
动态清零和零感染的区别是什么？

“动态清零不追求零感染。”中国疾控中心流行
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介绍，动态清零与零感染有着
本质区别。动态清零是对发生的新冠疫情，发现一
起、扑灭一起，既不让新冠病毒在疫情发生地流行，
也防止病毒传播扩散到其他区域。“对于每一起发生
的疫情，都要求在较短时间内将其控制。”

“动态清零的核心在于早发现、快速围堵、切
断传播。”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处置
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说，这并不是追
求完全零感染，也不是零容忍，但精髓是科学精
准，精准的前提是有效。要比病毒跑得更快，以快
制快，真正把防控措施落细、落小、落实。

吴尊友表示，“动态清零”就是以最小的社会
成本投入获得最大的社会效果，是我国防控策略
的最佳选择。

⦾ 打通堵点卡点 保障物流畅通
畅通物流运输大动脉，事关防疫大局。
此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通知，要求切

实做好货运物流保通保畅工作；交通运输部要求
千方百计保障服务区正常运行，受疫情影响的高
速公路服务区要坚持开放运营状态，不得擅自关
停；全国保障物流畅通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电
视电话会议要求，要足量发放使用全国统一通行
证，核酸检测结果48小时内全国互认，实行“即采
即走即追”闭环管理，不得以等待核酸结果为由限
制通行……

“交通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服务的一些场站
保持正常运营和开放状态，同时路网保持畅通，是
确保物流畅通尤其是跨省物流畅通的一个很重要
的基础。”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长吴春耕说。

建立重点物资车辆的通行证制度，是应急状态下努力保障重点物资跨区
域、跨省份运输的一个重要举措。吴春耕介绍，截至4月17日，全国23个省份
已按要求建立通行证制度，10个省份31个应急物资中转站陆续启用，上海港
集卡通行证稳步实施，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明显改善。

⦾ 加快推进老年人疫苗接种
与病毒赛跑，必须要以快制快，抢抓战“疫”主动权，而新冠病毒疫苗的接

种正是疫情防控的基础，能够形成较好的免疫屏障。
截至4月18日，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33亿剂次。60岁及

以上老年人接种覆盖人数达22552.1万人，完成全程接种21393.8万人，分别
占老年人口的85.41%、81.03%。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提示，要继续做好个人防护，积极接种新
冠病毒疫苗，特别是加快推进老年人接种。

“目前，新冠病毒疫苗总体接种进展是顺利的，加强免疫工作正在有序开
展。”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有表示，近期，老年人接种率也在逐步
提高，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在指导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帮助群众更加客观、科学
认识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重要性。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记者李恒 徐鹏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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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者激增40万

4月21日，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9名80岁以上老人新冠肺炎治愈，年龄最大者92岁。3月以来，这里收治的新冠肺炎患者
中，不乏90岁以上高龄老人，甚至个别百岁老人实现了新冠肺炎治愈。与此同时，截至4月21日，在定点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的重型患
者160例、危重型患者24例，再次敲响警钟，奥密克戎不是“大号流感”，尤其是对于老龄化程度超过36%、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接近
83万人、基础病患者绝对数量巨大的上海，为实现“动态清零”，全力以赴救治重症患者、千方百计降低病死率是当前重中之重。

重症救治，是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当前，救治压力如何？怎样做到关口前移？记者采访了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上
海工作组成员、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马旭东处长等权威专家。

如何“动态清零”攻下重症“堡垒”
上海

重症数量破百
“老龄化”城市打攻坚硬仗

本轮上海疫情传播的新冠病毒是奥密
克戎亚型变异株BA.2，传播速度快、隐匿性
强，短时间内感染的人口数量较多，截至 4
月 20日累计感染者超过40万例。对于老龄
化程度较高的上海而言，奥密克戎危害不容
小觑，一组数据体现出了目前的救治压力：

21日 0至 24时，上海新增本土死亡病例
11 例。平均年龄 84.2 岁，最大年龄 94 岁（2
例）。11位患者均合并有严重的多脏器基础
疾病，且病情危重，包括冠心病、心功能不全、
肝硬化终末期、脑梗、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
症、尿毒症等。患者入院后，病情进展迅速，
经抢救无效死亡。死亡的直接原因均为基础
疾病所致。仅仅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
心，3月以来，就累计收治90岁至100岁老人
93名，100岁以上老人5名。

马旭东：对于此刻的上海而言，重症救治是攻
坚战中必须啃下的“硬骨头”、必须攻下的“堡垒”。

目前住院患者中，60岁以上老人占比接
近三成。合并基础疾病的超过60%，目前在
院的 1000 多名基础疾病较重的患者中 40%
以上合并3种以上基础疾病。主要病种为肾
功能衰竭、心脑血管疾病、慢阻肺、糖尿病、
肿瘤等。

新冠肺炎重症的救治本身就有难度，此次
医疗与护理的工作量和难度大主要源于两方
面：一是上海住院新冠肺炎患者中，不仅基础疾
病重症患者中35%大于80岁，且80岁以上新冠
疫苗接种率不足5%，救治需要多学科诊疗和较
高的专科治疗能力。

二是上海定点医院与以往有很大不同，功
能上不是单纯开展新冠肺炎救治的医院，而是
需要具备对感染新冠病毒的多种专科疾病患者
诊疗能力的综合医院。比如，须满足高危孕产
妇、新生儿疾病、肿瘤放化疗、心脑血管疾病、急
诊手术、介入手术、长期透析等医疗服务需求。
以需要血液透析的新冠肺炎阳性患者为例，占
到目前定点医院住院患者中的8%。

生命至上
“一人一策”全力护佑

不放弃每一个生命。在这场争分夺秒的斗争中，上海正以决战
决胜的心态，全力护佑人民的生命健康。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范小红曾带队进驻雷神山医
院，见证武汉按下“启动键”，最后一批撤离武汉。如今，她一直
战斗在上海防疫一线。“最难忘的是3月13日，我们的病区都收
满了。经过研判，紧急启动门急诊楼腾空，全院能够放下手中工
作的职工，全部到门急诊楼前的空地上，2个小时内把新采购的
每一个床的螺丝拧上，数百张床装配好，紧急放入门急诊楼。”范
小红说。

全市统筹，六家医院重症团队整建制入驻；多地重症专家尽锐
出战，应用前期救治经验，目标都是千方百计降低病死率。类似这
样的多学科、多团队协作，在重症收治中已是常态。

一位107岁的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让范小红印象深刻。她的儿
子、媳妇都80多岁，一家人同时患病。老人生活不能自理，和医护
人员交流困难；患者基础病多，一些药物可能和新冠肺炎治疗发
生相互作用；患者生活不能自理，对于护士照料其生活也有很大
挑战。医院派出精锐力量，开展抗病毒治疗，包括干扰素雾化吸
入、抗病毒小分子药物、中医药治疗等。

这是对生命的敬畏——4月17日，这位107岁的老人和儿子、
媳妇一同出院，回家！

马旭东：当下，多地重症医疗队全力以赴，采取综合策略对重
症患者进行救治。

一是加快感染者的收治，通过加强方舱医院和定点医院建设，
扩充床位，尽可能让阳性感染者能够得到及时收治。通过市级定点
医院、区域定点医院、方舱医院三级医疗救治体系，按照集中患者、
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四集中”原则，将重症患者全部收
治到高水平市级定点医院进行治疗。

二是国内具有丰富救治经验的专家会同上海专家成立巡回
专家组，在方舱医院和定点医院进行巡回指导，早期识别重症患
者和高风险人群。国家调派了重症医疗队和方舱医疗队，分别
进驻定点医院和方舱医院，开展医疗救治工作。

三是早期干预防止轻症转重症。应用武汉医疗救治经验，分别
建立定点医院、方舱医院联合医务部、联合护理部、联合感控办，强
化三级查房、分级护理、疑难危重病例讨论等制度落实，对重症患者
实施清单式管理，“一人一策”开展治疗。

四是新冠肺炎和基础疾病救治并重。按照第九版国家诊疗方
案同质化、规范化治疗新冠肺炎，中西医结合，加强专科医疗和护理
力量，强化基础疾病治疗，千方百计降低病亡率。

关口前移、及早干预
把守护人民健康放到第一位

多位专家表示，上海老龄化程度高，如果疫
情蔓延将对老年人、有基础疾病人群生命健康
造成严重威胁，并导致医疗等各种资源挤兑。
全力救治重症患者，更要关口前移、防止患者轻
症转重症，因此，加快推进“动态清零”、加强疫
苗接种至关重要。

奥密克戎不是“大号流感”，而是人类共同
面对的强大对手。

截至目前，上海60岁及以上老年人群疫苗
接种率62%；加强免疫接种率38%，总体来说接
种率还是比较低。

上海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孙晓冬近日在发布会
上表示，根据国内外对老年人群新冠肺炎发病情
况的研究，在全程接种以及接种了加强剂次新冠
疫苗的老年人中，疫苗预防重症、危重症乃至死亡
的效力非常明显，全程接种的效力超过70%，接种
了加强剂次以后更是超过90%。

专家建议，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未来在解封
以及附近的接种点开放以后，应尽快预约接种
新冠疫苗，如果已完成全程接种的老年人，在满
6个月后尽快接种加强剂次。

马旭东：这场重症救治的硬仗，打在当下，
也启示未来。以后防治重症有多个措施必须重
视。一是疫苗接种。现有数据表明，接种疫苗
确实能够有效降低新冠肺炎的重症转化率。建
议没有禁忌症、符合接种条件的人群尽快接种
新冠疫苗。

二是早发现早干预。坚持中西医结合，防
止轻症转重症；早期识别高风险人群，建立亚
ICU进行收治，基础性疾病和新冠肺炎治疗并
重，阻断进入ICU的病程。

三是预防感染。强化个人防护，勤洗手、科学
戴口罩、文明用餐、遵守一米线、常通风、不聚集。

四是加大药物和疫苗科研攻关力度，分秒
必争地与病毒赛跑，通过更多特效药物的研
发和使用，挽救更多患者生命直至终结新冠
肺炎大流行。

（新华社上海4月22日电 记者龚雯 周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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