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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东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会委员会

原工会主席吴昌泰的《工会法人资

格证书》一本不慎遗失，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81469007MC4562397N，

声明作废。

●白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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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301号房款收据，总

金额：220000元，声明作废。

●海南顺亿商旅汽车租赁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琼海市博鳌镇东海村委会遗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编
号为：琼〔2019〕琼海市不动产权
第0020744号，现声明作废。
●西南财经大学2021届本科毕业
生羊晓晓不慎遗失由西南财经大
学发放的毕业生报到证，现声明作
废。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不慎
遗失海南省社会团体会员费专用
收据，收据号码：7925754，声明作
废。
● 周 二 川（ 身 份 证 号 码 ：
370102196206232931）不慎将海
南台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高尔夫
球俱乐部会员证号为D000123的
入会约定书遗失，声明作废。
●三亚吉阳区荆东楚八胗熟食店
遗 失 公 章 （ 编 码 ：
46020100025412）一枚，声明作
废。
●三亚楚煜食品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编码：46020000115143）、法
人 章（法 人 ：韩 喜 斌 ，编 码 ：
46020000115146）各一枚，声明
作废。
●三亚吉阳区东楚八珍熟食店遗
失公章（编码：46020100025411）
一枚，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田萌鸡排店不慎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14601061215033，声明作
废。

公告
福建省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海南公
司：贵公司许清华、陈荣华于2003
年3月10日预借我办395066元、
107800元，用于2002年南开什付
村道路工程，阜龙可任村饮水工
程，至今尚未结算，请贵公司许清
华、陈荣华在登报十五日内到我办
办理相关事宜。福建省惠安第二建
筑公司：贵公司许清华于2003年
1月17日预借我办50万元，用于
荣邦俄朗村饮水工程，南开力保村
饮水工程,至今尚未结算，请贵公
司许清华在登报十五日内到我办
办理相关事宜。联系人：王小燕，联
系电话：27722135。
特此公告。
白沙黎族自治县以工代赈办公室

公告
陈雄、林锋、叶国娴、林秀凤、杨春

燕、黄春何、郑秀华、刘振富、陈雪

梅、陈健、李财星、黄家涛、许宇胜

请于2022年5月30日前带法院判

决成立生效的《海口市商品房买卖

合同》到美伦公司104房登记，核

对无误后，移交给美伦花园小区物

业，依照合同中双方约定的前期物

业的内容，签订房屋装修协议，否

则不得装修。

特此公告。

海口美伦食品有限公司

2022年5月5日

●澄迈老城新诺亿手机旗舰店不

慎遗失移动购机押金发票一份，发

票号码：08635594，金额：5000

元，声明作废。

●海南省农业机械协会不慎遗失

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460000503865436A，声 明 作

废。

●王兰香不慎遗失海南省卫生学

校 毕 业 证 ， 证 号 ：

HN2010211730390，声明作废。

●陈巧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许可证号：469005003338，现声

明作废。

●海南永敬堂药业连锁经营有限

公司澄迈白莲分店（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690275839097926）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李方太）法人印

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熊枫居民身份证遗失，证号：

460103199802030318，特 此 声

明。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机

关工会委员会遗失工会法定代表

人 证 书 ，证 号 ：工 法 证 字 第

212610024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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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发票号

码：0499175096，特此声明作废。

通知
史克明股东：

我司现拟向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申请营业执照延续“营业期限”，

你在我公司占股比例为10%，鉴于

长达两年无法与你取得联系，现登

报通知你于此公告见报20日之内

配合签署公司延续“营业期限”事

宜，如果仍未取得联系，不影响此

项工商事务的通过。特此通知。

海南候鸟巢公寓酒店有限公司

2022年5月6日

公告
海南省建筑工程机械施工公司：贵
公司吴开得于2003年 3月 14日
预借我办846500元，用于牙叉镇
南仲村道路工程、牙叉重点路段改
造、阜龙乡那培村委会至方印村道
路工程，至今尚未结算，请贵公司
吴开得在登报十五日内到我办办
理相关事宜。海南公路工程公司：
贵公司林书铭于2003年 4月 27
日预借我办402558元，用于细水
合口村至牧场道路工程、南开乡牙
和至什贺村道路工程，至今尚未结
算，请贵公司的林书铭在登报十五
日内到我办办理相关事宜。联系
人 ：王 小 燕 ，联 系 电 话 ：
27722135。特此公告。
白沙黎族自治县以工代赈办公室

公告
琼海市建筑工程公司：贵公司赵国
福于2004年 1月 19日预借我办
341900元，用于南开什庄村、南开
力乐村饮水工程、光雅那来村道路
工程，至今尚未结算，请贵公司赵
国福在登报十五日内到我办办理
相关事宜。海南省第一建筑工程
公司：贵公司黄伟钦于2004年 4
月23日预借我办107707.2元，用
于元门乡向民村委会漫水桥工程，
至今尚未结算，请贵公司黄伟钦在
登报十五日内到我办办理相关事
宜。联系人：王小燕，联系电话：
27722135。
特此公告。
白沙黎族自治县以工代赈办公室

减资公告
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海南瑞城
壹号房地产租赁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LW3B37；执 行
事务合伙人：法拍司辅信息咨询
（海南）有限公司】，决定将企业认
缴出资由1000万元人民币减至
60万元人民币，自公告之日起四
十五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本企业
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特此公告。
海南瑞城壹号房地产租赁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022年5月5日

减资公告
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海南瑞志
同商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25MA5U0D5Y9T；执 行
事务合伙人：法拍司辅信息咨询
（海南）有限公司】，决定将企业认
缴出资由人民币700万元减至35
万元，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债权人有权要求本企业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特此公告。
海南瑞志同商业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2022年5月5日

●马骁遗失三亚鹿回头旅游区开
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海南三亚半山
半岛四期中央海景大道H栋1202
房收据一张，编号：0002296，金
额：361288.94元，声明作废。
●马骁遗失三亚鹿回头旅游区开
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海南三亚半山
半岛四期中央海景大道H栋1201
房收据一张，编号：0002294，金
额：373837.47元，声明作废。
●海南驰豹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增
值业务电信许可证，编号：琼B2-
20190354，声明作废。
●海南豹趣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增
值业务电信许可证，编号：琼B2-
20190332，声明作废。
●临高临城贝客汉堡店遗失临高
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基本
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24840202，声明作废。
●海南德桂律师事务所张明律师
于2022年5月4日遗失了由海南
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执业证，执业
证号：14601201510570637，流水
号：11329734，现声明作废。
●李春花遗失坐落于乐东县九所
镇龙栖湾（山海韵·龙栖湾）22幢1
单元 404房的房屋所有权证，证
号：琼〔2018〕乐东县不动产权第
0002601号，声明作废。
●高林平遗失驾驶证，证号：
141124197208090050，声 明 作
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通 知

减资注销 声明

声明
本人侯东于2016年5月在海口不
慎遗失居民身份证一张，身份证号
码：530421198712251718，已于
2016年6月7日补办新身份证，新
证件有效期：2016年 6月 7日～
2036年6月7日，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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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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热线：66810888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6日宣布：应韩国政府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将率团赴韩国，出席5月10日在首尔举行的尹锡悦总统就职仪式。

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国家副主席
王岐山将出席韩国总统就职仪式

杭州亚运会将延期举办
汕头亚青会取消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记者夏亮
许舜达）亚奥理事会6日宣布，经与中国
奥委会和杭州亚组委协商，并经亚奥理
事会执委会会议讨论决定，原定于2022
年9月10日至25日在中国杭州举行的
第19届亚洲运动会延期举办，新的举办
日期将由有关各方协商一致后对外公
布。本届亚运会的名称和标识保持不
变。这一决定是考虑到疫情影响、亚运
会参赛规模和技术准备等原因，经过慎
重研究作出的。

亚奥理事会在声明中表示，尽管面
临诸多全球性挑战，杭州亚组委仍然为
如期办赛进行了充分准备。中国奥委会
将与有关各方继续共同做好各项筹办工
作，确保延期后的杭州亚运会取得圆满
成功。

自取得亚运会举办权以来，在亚奥理
事会和中国奥委会的指导帮助下，浙江省
各方积极克服疫情影响，推动亚运会各项
筹办工作顺利展开。杭州亚组委表示，将
在亚奥理事会和中国奥委会的支持指导
下，各方共同努力，继续做好各项筹办工
作，相信延期后的杭州亚运会终将获得圆
满成功。

此外，亚奥理事会执委会还决定取
消原定于2022年12月20日至28日在
中国汕头举行的第三届亚洲青年运动
会，并对汕头方面为筹备本届亚青会所
做的卓有成效工作表示感谢。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
镇化建设的意见》6日发布。围绕社会
关注的问题，记者采访了国家发展改革
委规划司有关负责人。

对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意义重大

问：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
化建设有何重要意义？

答：推进县城建设对促进新型城镇
化建设、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具有重
要意义。

第一，县城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2021年底，我国城镇常住
人口为9.1亿人。其中，1472个县的县
城常住人口为1.6亿人左右，394个县级
市的城区常住人口为0.9亿人左右，县
城及县级市城区人口占全国城镇常住
人口的近30%，县及县级市数量占县级
行政区划数量的约65%。推进县城建
设，有利于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
化，完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的城镇化空间布局。

第二，县城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支
撑。推进县城建设，有利于适应农民日益

增加的到县城就业安家需求，有利于辐射
带动乡村发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利于
强化县城与邻近城市的衔接配合。

第三，县城建设是扩大内需的重要
引擎。现阶段县城投资消费与城市差
距很大，人均市政公用设施固定资产投
资仅为地级及以上城市城区的二分之
一左右，人均消费支出仅为地级及以上
城市城区的三分之二左右。推进县城
建设，有利于开拓新的投资消费空间。

第四，县城建设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
要保障。完善产业配套设施，有利于培育
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稳定扩大县城就业岗
位。健全市政公用设施，有利于夯实县城
运行基础支撑。健全公共服务设施，有利
于增进县城民生福祉。完善环境基础设
施，有利于提升县城人居环境质量。

合理确定不同类型县城
发展路径

问：不同类型县城的发展方向是什
么？

答：要尊重县城发展规律，顺应县城
人口流动变化趋势，立足资源环境承载
能力、区位条件、产业基础、功能定位，统
筹县城生产、生活、生态、安全需要，合理

确定不同类型县城的发展路径。
一是加快发展大城市周边县城，支

持位于城市群和都市圈范围内的县城
融入邻近大城市建设，发展成为与邻近
大城市通勤便捷、功能互补、产业配套
的卫星县城。

二是积极培育专业功能县城，支持
具有资源、交通等优势的县城发挥专业
特长，发展成为先进制造、商贸流通、文
化旅游等专业功能县城，支持边境县城
完善基础设施。

三是合理发展农产品主产区县城，为
有效服务“三农”、保障粮食安全提供支撑。

四是有序发展重点生态功能区县
城，为保护修复生态环境、筑牢生态安
全屏障提供支撑。

五是引导人口流失县城转型发展，
促进人口和公共服务资源适度集中，加
强民生保障和救助扶助。

抓牢重点任务稳步推进

问：县城建设将重点推进哪些工
作？

答：培育发展县城特色优势产业。
促进县城产业配套设施提质增效，夯实
县城产业基础，促进居民就地就近就业

和持续增收。增强产业支撑能力，提升
产业平台功能，健全商贸流通网络，完
善消费基础设施，强化职业技能培训。

优化县城市政设施体系。重点完善
市政交通设施，提高县城与周边大中城
市互联互通水平，健全防洪排涝设施，增
强防灾减灾能力，加强老化管网改造，推
动老旧小区改造，推进数字化改造。

强化县城公共服务供给。完善医
疗卫生体系，扩大教育资源供给，发展
养老托育服务，优化文化体育设施，完
善社会福利设施等。

提升县城人居环境质量。加强历
史文化保护传承，打造蓝绿生态空间，
推进生产生活低碳化，完善垃圾收集处
理体系，增强污水收集处理能力。

促进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推进
县城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建立城乡统
一的基础设施管护运行机制。推进县
城公共服务向乡村覆盖。

合理把握时序、节奏、步骤

问：如何推进县城建设？
答：着眼破解县城建设的重点难点

问题，完善人口、资金、土地等体制机制
和政策措施。

一是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
制，确保稳定就业生活的外来人口与本
地农业转移人口落户一视同仁，确保新
落户人口与县城居民享有同等公共服
务；建立健全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与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省以下城
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业转移
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

二是建立多元可持续的投融资机
制，对公益性项目加强地方财政资金投
入，符合条件项目可通过中央预算内投
资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予以支持；对准
公益性项目和经营性项目鼓励增加中
长期贷款投放，支持符合条件企业发行
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专项企业债券。

三是建立集约高效的建设用地利用
机制，保障县城建设正常用地需求。县城
建设要合理把握时序、节奏、步骤，示范地
区先行是有效方式。2020年以来，国家
发展改革委组织会同各地区各部门，在发
展基础扎实、财政实力较强、政府债务率
较低的一些县及县级市开展县城建设示
范工作。下一步在示范工作基础上，及时
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和有效做法，稳步有序
推动其他县城建设，形成以县城为重要载
体的城镇化建设有效路径。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访国家发展改革委规划司有关负责人

十年十倍！

中国“墨子号”
实现1200公里
地表量子态传输新纪录

据新华社合肥5月6日电（记者徐
海涛 陈诺）记者5月6日从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获悉，该校潘建伟院士及同事彭
承志、陈宇翱、印娟等利用“墨子号”量子
科学实验卫星，近期首次实现了地球上
相距1200公里两个地面站之间的量子
态远程传输，向构建全球化量子信息处
理和量子通信网络迈出重要一步。

中国发射的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
卫星“墨子号”，为人类探索远距离量子
通信提供了新平台。但受大气湍流影
响，光子在大气信道中传播后，实现基于
量子干涉的量子态测量非常困难。

近期，潘建伟团队创新性地将光学
一体化粘接技术应用到空间量子通信领
域，实现了具有超高稳定性的光干涉仪，
无需主动闭环即可长期稳定，克服了远
距离湍流大气传输后的量子光干涉难
题。他们结合基于双光子路径—偏振混
合纠缠态的量子隐形传态方案，在中国
云南丽江站和青海德令哈地面站之间完
成了远程量子态的传输验证，并且在实
验中对六种典型的量子态进行了验证，
传送保真度均超越了经典极限。

2012年，潘建伟团队在国际上首
次实现百余公里自由空间量子隐形传
态。10年后，他们成功实现突破，创造
了1200公里地表量子态传输的新世界
纪录。

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2020年
和2021年，全球与新冠肺炎大流行直
接或间接相关的全部死亡人数约为
1490万。目前，全球疫情仍处于高位，
我国疫情形势如何？“五一”节后返校
潮，校园防疫如何做？在6日召开的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有关
专家回应了焦点问题。

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整体趋稳
但仍有反弹风险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介
绍，5月以来，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整体趋稳，
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继续
下降。截至目前，2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全域为低风险地区，但仍存在反弹
风险，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4月中旬以来，我国疫情整体呈持
续波动下降态势，‘五一’假期期间全国
疫情形势总体平稳。”国家卫生健康委
疾控局副局长吴良有说，4月30日到5
月5日，全国日均新增报告感染者较高
峰期下降80%。

吴良有介绍，上海市疫情近期每日
新增感染者数持续下降，疫情防控形势
持续趋稳；吉林省疫情仍处于扫尾阶段，
隔离点和封控区以外的风险已经基本控
制；北京市疫情通过区域核酸筛查和密
接排查管控，扩散风险已有所降低。

吴良有说，下一步，国家卫生健康
委将继续指导各地抓紧抓实疫情防控
工作，从严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
对发生本土聚集性疫情的地区加快排
查并有效管控风险，尽早阻断疫情的社
会面传播。

校园防控“严细全”
心理援助“不缺位”

“五一”假期结束，大量师生返回了
校园，学校应该如何加强精准防控？教
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
峰说，节后一周所有学校都要进行更严
格、仔细、全面的健康监测，严格落实常
态化疫情防控各项措施。

“教育系统要做到‘把好门、管好
人、控好物、备好勤’。”王登峰进一步
介绍，学校要认真查验身份、体温、健康
码、行程卡等相关信息后才允许师生进
入校园；做好师生及共同生活人的行程
轨迹管理、健康监测等工作；做好快递、
包裹和其他入校物品常规检查，以及校
内垃圾清运和公共场所管理；制定完善
应急预案，做好演练等。

当前，一些学校已经实行了较长时
间的封闭管理。王登峰介绍，一方面，学
校应尽可能保障好学生生活和学习上的
刚性需求，另一方面，高校的心理咨询服
务中心等心理辅导要服务到位，辅导员、
班主任也要帮助缓解学生紧张情绪。

王登峰说，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
平台的心理援助热线平台已经收录大
中小学心理健康课程和应对心理问题
的心理微课，并征集全国各高校心理咨
询服务中心进驻，线上提问专家答复和
师生情绪宣泄空间功能也正在开发中。

多地高校转为线上教学
虚拟仿真加持实践课

疫情之下，线下教学受到较大影
响。据统计，截至5月5日，吉林、辽宁、

内蒙古、上海4省份所有高校已全面实
施线上教学，北京、河北、江苏、山东等8
省份部分高校转为全面线上教学。

“经过疫情考验，高校在线教学管
理应对能力明显提升。”教育部高等教
育司一级巡视员宋毅说，国家高等教育
智慧教育平台自3月上线以来，总浏览
量超1000万人次，超90%的课程被点
击学习。

那么，主要依靠线下教学的实践课
和实验课又该怎么上？宋毅介绍，实践
课和实验课是高校教学的重要内容，疫
情以来，各地各校创新开课方式，充分
挖掘各类在线实验实训和虚拟仿真平
台资源，通过慕课、现场直播、虚拟仿真
等方式开展实验、实践教学，开展了大
量积极有效的探索实践。

“我们计划6月在国家高等教育智
慧教育平台增设虚拟仿真实验板块。”
宋毅说，希望各地各高校积极用好虚拟
仿真实验课资源，满足在线教学实验、
实践的需要。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记者温竞
华 宋晨）

当前疫情形势如何？校园防疫如何做？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回应疫情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