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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千弘血液技术有限公司遗失
收 据 一 本 ，号 码 ：2484561～
2484580，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九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收据一本，号码：2484521～
2484540，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阳光天豪宾馆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36张增值税普通发票和一枚发票
章，发票代码：046002000104，
发票起始至终止号码：03536234～
03536269，现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经股东会议决议，海南盛江建材贸
易有限公司由原注册资金200万
元减为110万元。
特此公告。

● 李 亚 昌 ( 身 份 证

号：460100196905061536)、李嘉

豪(身份证号:460103199612090

31X)不慎遗失海口市龙华区坡博

坡巷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

目房屋征收货币化安置协议，档案

编号:7-166-2-401，现场编号:

H166-2-401，声明作废。

●金萍遗失海南中东方旅游投资

有限公司开具的意大利泰西诺堡

风情小区C6-206号房款收据，金

额：263690元，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嘉硕贸易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东方市喜羊羊幼儿园（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52469007MJP32090

6U）遗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

书副本，声明作废。

●洋浦天兴物流有限公司遗失琼

E21368 道 路 运 输 证 ，证 号 ：

462000062815，声明作废。

典 当

遗 失

减资注销

●邢维丽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为：460033199610013604 ，特

此声明。

●闫海鹰不慎遗失海南闽庄园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丽都小

区一期C2＃楼（幢）605房收据3

张 ， 编 号 ： NOA0002933、

NOA0002981、NOA0002980，特

此声明。

●李国鸿遗失海南省澄迈县金江

镇太平村民委员会龙江村小组土

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承包经营权证

编码：469023100232040002J，现

特此声明作废。

●林道特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机

动车驾驶证，证号：460022198909

07271X，特此声明。

●三亚吉阳灿祺面馆店不慎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24602001979237，声明作

废。

资讯
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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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热线：66810888

我局于2022年4月20日在《海南日报》刊登〔2022〕第

13号关于海口甲子通航产业园（一期）控规TH-A02-01

地块挂牌出让公告。现将公告中第一项的“绿地率 ≥
20％”变更为“ 绿地率 ≥25％”；第五项第一点的“ 挂牌起

始时间：2022年5月12日9时00分（北京时间）”变更为“

挂牌起始时间：2022年5月15日9时00分（北京时间）”，

其他挂牌出让条件不变。

特此公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4月24日

公告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20424期）
受委托，定于2022年5月10日上
午10:00至2022年5月11日上午
10:00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
络拍卖平台（https://auction.jd.
com/haiguan.html）按现状净价
拍卖：海口市美兰区南宝路29-9
号华林广场A栋9层932房（建筑面
积102.19m2）。参考价：117.0944
万元，保证金：20万元。展示时间：5
月6日～7日。有意向竞买人须登
录和注册京东账号并实名认证，具
体要求详见网络拍卖平台《拍卖公
告》《竞买须知》。联系电话：
15607579889；通讯地址：海口市
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公 告

新华社北京4月 23日电
（记者樊曦）记者23日从中国
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由我国自主研发、世界领先新
型复兴号高速综合检测列车已
上线运行。

据了解，该车作为高速动
车组新技术验证平台参与
CR450动车组研制先期试验，
4月12日，在郑州至重庆高速
铁路巴东至万州段成功实现隧
道内单列时速403公里、相对
交会时速达806公里；4月21
日，在济南至郑州高铁濮阳至
郑州段成功实现明线上单列时
速435公里、相对交会时速达
870公里，创造了高铁动车组
列车明线和隧道交会速度世界
纪录。这标志着纳入国家“十
四五”规划的“CR450科技创
新工程”全面展开。

国铁集团科信部负责人表
示，世界领先新型复兴号高速综
合检测列车采用我国自主研发
的涡流制动、碳陶制动盘、永磁
牵引系统、主动控制受电弓等9
项新技术，由4辆动车和4辆拖
车组成，增强了动车组列车的安
全性、可靠性、效能性、经济性，
整体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填
补了国内多项技术空白。

今年4月份以来，世界领
先新型复兴号高速综合检测
列车在济郑高铁、郑渝高铁开
展了CR450动车组研制先期
试验，分别在明线和隧道开展
了高速运行和高速交会工况
下的动力学、空气动力学、阻
力、噪声等60余项科学试验，
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实现单列
时速435公里、相对时速870
公里的明线交会和单列时速
403公里、相对时速806公里
的隧道交会，获取了不同工况
下动车组列车及高铁路基、隧
道等基础设施的特征数据，相
关指标表现良好，探索了列车
速度提升相关安全性、舒适性
参数变化规律。

第二轮第六批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已问责干部188人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记者高敬）最新数
据显示，第二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已
约谈党政领导干部239人，问责党政领导干部
188人。

生态环境部23日通报，第二轮第六批5个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于3月23日至25日陆续
进驻河北、江苏、内蒙古、西藏、新疆五个省（区）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察。目前，各督察组已
完成下沉工作任务。

截至22日晚，各督察组共收到群众来电、来
信举报14410件，受理有效举报12425件，经梳理
合并重复举报，累计向有关省（区）和兵团转办
10445件。有关省（区）和兵团已办结或阶段办结
5772件。其中，立案处罚1127家，立案侦查59
件；约谈党政领导干部239人，问责党政领导干部
188人。

经过努力，一批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得
到解决，一批整改不到位甚至污染反弹的问题得
到查处，一批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得到及时纠正。

4 月 22 日，试验列车行驶在郑渝高铁线
路上。 新华社发（罗文武 摄）

当前，上海正全力推进社会面清
零攻坚行动，全市正处在疫情防控关
键阶段。在社会各界不懈努力、特别
是上海广大市民支持配合下，攻坚行
动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一些积极
变化正在显现。

与此同时，要深刻认识当前上海
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务必坚定信
心、凝聚力量，压实“四方责任”，坚决
有力推进、持续深入攻坚。

清零攻坚在行动

4月22日，上海新增2736例新
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和20634例本
土无症状感染者。同日，本土确诊病
例出院1875例，无症状感染者解除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20768例。

“从近阶段疫情数据可以看出，
当前上海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新
增阳性感染者总量基数大、仍处于高
位波动，总体在封控区、管控区、集中
隔离点内发现。”上海市卫生健康委
一级巡视员吴乾渝23日在上海市疫
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当前，上海仍在不断加强资源统
筹，各区深挖潜力，畅通出院流程，巩
固出院人数大于入院人数的正向循
环成果。

22日起，上海开展社会面清零
攻坚九大行动，力争早日全市实现社
会面清零。

根据九大行动的部署，将开展社
区管控行动，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
聚集。封控区严格实施“足不出户、
服务上门”要求；管控区严格实施“人
不出小区（单位），错峰取物”要求；防
范区严格实行“个人防护，严禁聚集”
要求，人员不得流动到封控区和管控
区。对流动人员加大街面巡查力
度。对居家隔离对象采取上门磁等
方式限制人员外出，健康码赋红码。

全力救治“老少孕重”

当前，千方百计降低病死率、挽
救更多患者生命是上海疫情防控工
作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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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管局马旭东处长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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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40%合并3种以上基础疾病。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是上
海市长期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
医疗机构。目前，中心的A区、B区、
C区、外科大楼、门急诊楼均用于收
治新冠肺炎患者。截至4月23日，
仍有千例左右患者在院接受治疗。

“我们收治的患者可以用4个字
来概括，就是老、少、孕、重。”中心主
任范小红说，该中心收治的最高龄患

者为107岁老人，最年幼的则是在院
区内出生的近百个“公卫宝宝”。

新冠肺炎患者诊疗如何做到“一
人一策”？范小红说，对于收治的每
一位病人，中心会进行快速评估，包
括病情诊断和病例分型，合并基础性
疾病情况等，安排院内相应的专科专
家加入诊疗团队。

4月17日，1位107岁的高龄新
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截至22日，90
位阳性孕产妇患者，成功分娩了92
个宝宝；3月以来，累计出院60岁以
上老年人800多例。

上海市卫健委表示，正按照“集中
资源、集中专家、集中患者、集中救治”
要求，全力做好医疗救治工作，组建多
支重症医疗团队，充实定点医院的救
治力量，“在治疗新冠肺炎的同时，对
原有的基础性疾病开展多学科治疗”。

666家重点企业七成
复工复产

4月18日，上汽集团旗下整车、
零部件和物流企业等，重点围绕人员
保障、供应链保障、物流保障、封闭生
产管理和防疫措施等领域，启动复工
复产压力测试。

19日，上汽临港乘用车工厂下
线了压力测试下的首台汽车，厂区又
恢复了生产景象。截至23日，这里
已下线了700多辆整车。

“工厂对近400家供应商的产
能、库存、原材料等进行了全面摸
底。如果供应链能保持稳定，产能将
逐步爬坡。”上汽集团临港乘用车工
厂总监陈培锋说。

据上海市副市长张为介绍，近一
周以来，上海666家重点企业已有
70%实现了复工复产。上汽、特斯拉
等整车企业连续实现整车下线。

当前，全国多地稳定重点产业链
供应链企业白名单制度正加快建
立。其中，共有666家在沪企业出现
在工信部设立的首批保运转重点企
业白名单上，覆盖集成电路、汽车制
造、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重点行业。

据悉，上海市经信委已制定发布
了上海市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
控指引。下一步，上海将滚动推进，
以龙头企业为牵引，以点带链，有序
带动全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

畅通“主动脉”“微循环”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货物通关和
运输效率有所降低，有些地方物流不
畅。近期，上海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的指导下，采取多项措施重建货流
互信、提升物流效率。

据悉，上海全力支持对长三角、
全国产业链供应链影响较大的企业
群率先复工复产，上海国际航运中心
发挥国际口岸、国内国际产业链供应
链中心节点等核心功能性作用，保障
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综合物流“主
动脉”和“微循环”的畅通。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大力推广无
接触式大宗运输，通过强化集装箱

“陆改水”，推出涵盖洋山、外高桥各
码头至长江及长三角区域港口的水
运服务。

上海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袁浩介绍，自3月下旬
以来，中远海运已有124艘船舶挂靠
上海港装卸货物。通过“陆改水”“陆
改铁”，加强短途公路运输运力储备
及保供力度，以“短拖+驳船”的“公
水联运”模式，缓解集装箱卡车紧张
的问题。

近几周，长三角驳船货量增幅在
20%以上，长三角沿江班列重箱操作
量显著提升，同比增长近80%，缓解
了陆路运输的压力。4月以来，海铁
联运日均到发1670标准箱，较一季
度平均增长25.8%。

即使在疫情防控最困难的情况
下，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功能仍然持续
稳定发挥。4月份，上海港集装箱吞
吐量日均仍超过10万标准箱。上海
两大空港入境航班执行率78.7%；浦
东机场共保障货运航班2309架次，
日均约100架次；进出港货量8万余
吨，日均货量3500吨左右。

努力缓解购物难、购
药难、看病难

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说，受疫
情影响，一段时间以来，上海线上购物
难的问题突出，这主要是因为很多外卖
骑手被封控在小区里，一些大仓因防疫
要求暂时关闭。“现在上海正在努力打
通堵点，在符合防疫要求的前提下，帮
助电商平台提高产能和运力。”

当前，上海努力推动电商大仓、
前置仓等商业节点网点应开尽开，并
加强货源组织，跨区域调配货源，优
化服务模式。

截至4月20日，上海电商平台
大仓已恢复营业51个，非涉疫开仓
率96.3%；前置仓恢复营业858个，
非涉疫开仓率78.5%。在岗骑手约
20000人。在江苏苏州、浙江嘉兴等
地的大力支持下，建立了昆山中转
站、平湖中转站以及沪昆通行机制。
截至4月20日，两个中转站以及沪
昆通行机制共往返送货1686车次，
调拨各类生活物资回沪1.47万吨。

同时，上海正努力推进超市卖场
等重点保供企业门店恢复营业。截至
4月20日，重点超市卖场门店线上开
业1079家，其中，38家门店线下同步
开业。上岗员工数量约1万人。

针对长期用药患者的“断药风
险”，上海国企百联集团旗下上海第
一医药围绕“保基本刚需+供特药特
需”，对社区居民药品需求进行保供。

4月18日至21日，第一医药34
家已复工门店的线上线下订单量大
幅 增 长 ，线 上 订 单 量 环 比 增 长
155.34%。截至4月20日，第一医药
i百联“药到家”已履约市民急缺药品
需求4354单。

疫情封控之下，互联网医院成为百
姓求医问药的重要渠道。为此，上海努
力打通互联网医院配药瓶颈。同时，协
调上海邮政、上药集团为患者和养老机
构提供送药服务。同时，推进零售药店

“应开尽开”，完善社区“代配药”渠道，
探索“健康云”平台配药模式。

努力让公共服务转起来

疫情防控期间，尤其是实施封控
管理以来，上海的生活垃圾清运处置
遇到困难。

“在居委会的组织下，广大物业
从业者、志愿者辛勤付出，基本保障
垃圾及时驳运至小区垃圾箱房。”上
海市绿化市容局副局长唐家富说，虽
然环卫一线作业人员到岗率只有约
46%，但在岗的环卫作业人员加班加
点，保障垃圾及时清运处置。

上海虽然“慢”下来，但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仍在努力运转。

在城市运行方面，电力、申能、申
通、城投等集团有力保障了城市供
电、燃气、交通、垃圾清运等重点环节
运行安全有序。

4月初以来，国网上海电力4000
多名员工日夜在岗，确保城市电力充
足供应，电网平稳运行；申能集团总
计近2600名运行、检修维护和后勤
保障员工入住厂区在岗值守，源源不
断地为城市输送光明和温暖；上海城
投及时增配运输车辆和作业人员，确
保涉疫垃圾不过夜……

出于配合疫情防控工作需要，上
海地铁仅有6号线和16号线两条线
路提供运营服务。4月22日，上海地
铁总客流为0.15万人次。虽然乘客
寥寥，但“地铁人”仍坚守一线。

援沪队伍在扩大

在上海花博园复兴馆安徽方舱
医院A舱，中国科大附一院（安徽省
立医院）心血管内科医生陈鸿武已忙
碌一天。可一想到还有80多位患者
在等着，他稍作调整，继续巡视。

“在这里，我们就是患者的主心
骨。”他说。

陈鸿武是无数援沪医护人员的
缩影。进驻方舱、核酸检测、收治病
患……大批外省援沪医疗队分批来
到上海，为上海战“疫”伸出援手。

核酸筛查是落实“四早”的关键
举措。在检测力量上，一方面，上海
市通过气膜实验室、移动核酸检测车
等方式，增强了核酸检测能力；另一
方面，上海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
合组的协调帮助下，通过接受外省市
援建、向兄弟城市送样等方式，进一
步增强了检测能力。

目前，全国调集了近5万名医务
工作者和核酸检测的力量支援上
海。长三角三省及其他兄弟省市累
计派出核酸采样和检测人员10余万
人次，同时指定数十家定点医院和机
构承担了上海外送样本检测任务。

目前，上海市单日最大检测能力
达到约500万管，同时配置了2000余
辆样本转运车，加快样本转运速度。

（新华社上海4月23日电）

关键阶段的关键攻坚
——上海战“疫”进行时

此时此刻，无论身在上海还是别
处，人们都盼着疫情早日清零，盼着
上海早日解封，盼着这座城市早日回
归正常。

当前，上海疫情防控到了攻坚关
键阶段，一些积极信号正在显现：

金山区和崇明区20日达到社会
面清零目标；

方舱医院出院数与入院数正实
现正向循环，每天都有大量患者康复
出院，包括107岁的老人；

上海核心功能一直保持运转，近
一周以来，上海666家重点企业已有
70%实现了复工复产；

物流堵点正在打通，群众生活物
资供应正在改善……

但同时要看到，上海疫情形势依
然严峻复杂，阳性感染者已突破 40
万例，重型患者、危重型患者和本土
死亡病例数量仍在增加。

胜利的曙光已在隧道尽头出
现！困难与希望同在，越是困难时
刻，越要坚定信心。

要让希望生长，就要坚持“动态
清零”总方针不犹豫不动摇，继续做
好转运收治、隔离管控工作，尤其是
老年感染者的转运收治工作，加强重
症、危重症患者的救治护理，千方百
计降低病死率。同时，要满足新冠之

外患者的正常就医需求，在市级层面
进行统筹协同解决“看病难”。

要让希望生长，就要保障好居民
基本生活。寻着群众的急难愁盼深
入基层一线排忧解难，解决生活供应

“最后一公里”“最后100米”的问题。
要让希望生长，就要关爱一线工

作者。疫情防控是场大仗硬仗，奋战
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社区干部、

志愿者是支撑上海抗疫的“长城”，是
与病毒作战的平凡英雄。

要让希望生长，要紧紧依靠群
众，打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作
为身处上海的一分子，在疫情防控中
严格自律、积极配合，就是为抗疫作
出巨大贡献！各级领导干部要下沉
一线，团结群众，并肩战斗，在各地支
援力量的帮助下，坚持到底。

坚持就是胜利！坚持才能胜
利！坚持一定胜利！

上海，加油！
（新华社上海4月23日电）

上海，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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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奉贤区西渡街道社区发展综合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入驻超市，承担分拣配货等工作。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