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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比欧特福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各
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陵水本
号爱家超市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原件，许可证编号：
JY14690280012584，特此声明作
废。
●陈旭遗失执业医师执业证书，证
书编码：120460100000059,现特
此声明。
●陵水恋屋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罗莎遗失海南恒大金碧天下
207-2903房购房认购书1张，编
号：HN1902273；房款收据1张，
编号：HN2034863，声明作废。
●东方城东利鑫文具商行遗失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410022634601，声明作废。
●汪平遗失坐落于乐东县九所镇
九所新区九龙大道汽车站旁山海
湾温泉家园三期D栋201室的房产
证，房产证号：乐东县房权证乐字
第SPF201303312号，声明作废。
●汪平遗失坐落于乐东县九所镇
九所新区九龙大道汽车站旁山海
湾温泉家园三期D栋202室的房产
证，房产证号：乐东县房权证乐字
第SPF201302056号，声明作废。
●儋州那大陈玮货物运输部遗失
琼F05062《道路运输证》副本，证
号：460400064416，声明作废。

关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五指山市支公司迁址的

公告
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自2022年

5月20日起，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五指山市支公司营业场所

已搬迁至新址，迁址后的新地址

为:海南省五指山市三月三大道

29-5号一楼和三楼，保险许可证

机构编码:000005469001，联系

电话:0898-86628685，服务热线

95519。特此公告。中国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五指山市支公司

迁址公告
尊敬的广大客户：我公司因业务发

展的需求，现将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文昌市支公司地址：海南

省文昌市文城镇和平北路3号，迁

址往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教育东

路88号耀龄文化广场A栋2楼，

造成广大客户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海南金水门银河丰豪餐饮有限
公司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
可证编号：JY24601080078523，
声明作废。
●屯昌县枫木镇枫木社区居民委
员会遗失开户许可证正本一本，开
户银行：海南屯昌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枫木支行，核准号：
J6410008366503，声明作废。
●儋州那大陈玮货物运输部遗失
琼F09603《道路运输证》副本，证
号：460400064413，声明作废。
●天翼云科技有限公司海南分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A943N77X）因 公
章和财务专用章破损，声明作废。
●儋州那大建安摩托车商店（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69003L45399011U）遗 失 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屯昌县南坤镇岭肚村村民委员
会遗失屯昌县藤寨农村信用合作
社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08654001，声明作废。
●海口美兰美苑华莱士炸鸡汉堡
店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一 本 ， 许 可 证 编 号 为
JY24601081978017，声明作废。
●翰林镇农业服务中心工会委员会
法人（吴祖丞）私章遗失，声明作废。
●翰林镇农业服务中心工会委员
会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公告
海南庞宇永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冷德平与你公司劳动
争议案（文劳人仲案字〔2022〕第
81号），并定于2022年6月30日
上午9时开庭审理。因无法送达
你公司，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委（地址：海南省文昌
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文汇集
中办公区1楼市仲裁院118室，联
系电话：0898-63382257）领取应
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开庭通知
书等，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按时出
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文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5月28日

公告
王剑锋及其家属：我局受理王剑锋
的非因工伤残或因病丧失劳动能
力程度鉴定申请，现已作出非因工
伤残或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
定结论书（文劳鉴〔2022 年〕11
号）。因无法送达你，限你在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南省文
昌市政府西副楼5楼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512 室，联系电话：
0898-63330471）领取鉴定结论
书，逾期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文昌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2022年5月27日

公告
海南现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我局受理黄德现的工伤认定申请，
现已作出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编
号：〔2022〕29号）及工伤认定举证
通知书（编号：2022003）。因无法
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我局（海南省文昌市
政府西副楼5楼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512室，联系电话：0898-
63330471）领取认定申请受理决
定书及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逾期
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文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年5月27日

减资公告
海南棚前记餐饮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
MA5U1YFR87)，经决议将注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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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海南省社会组织促进会拟向海南
省民政厅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
务人见报之日起45天内到本促进
会办理相关事宜。

槟榔园外包经营
海南松涛发电有限公司南丰电站
槟榔园共大约 53亩 7108 棵，于
2003年种植，现拟外包经营，承包
租金以第三方机构评估为准。有
意者，请来洽谈。报名时间：2022
年5月28日-6月3日。
联系电话：0890-23300368
联系人：洪文华

遗失声明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分公司工会委员会不慎遗失
在平安银行海口分行营业部开立
的、经人民银行核发的《开户许可
证》正 本（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02222405），现声明作废。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分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2年5月27日
●海口妮可的家幼儿园有限公司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
编号：JY34601051660127，声明
作废。
●海南合群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工会委员会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10050803301，账
号：15388385420046，声明作废。
●东方捷程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公
章不慎遗失，现声明作废。
●屯昌县屯城镇岳寨村委会第一
组村民王拔平（身份证号码：
460026196910170313）遗失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原承包经营
权 证 编 码:
469022100202010014J，现声明
作废。
●陈旭遗失医师资格证书，编码：
200046120460100740812031,
现特此声明。

广告·热线：66810888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通 知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通知
海南冠德投资有限公司定于2022
年6月14日上午9点在海口市滨
海新城3号楼2906室会议室召开
临时股东会，会议议题公司法定代
表人和经营住址变更。

供 求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3876025930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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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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美兰站
龙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57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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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玻路第一砖厂宿舍5栋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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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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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 近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自建房安全
专项整治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
方案》）。

《工作方案》指出，全国自建房安
全专项整治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
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统
筹发展和安全，坚持远近结合、标本兼
治。严格落实地方党委和政府属地责

任，按照“谁拥有谁负责、谁使用谁负
责、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的
原则，依法依规彻查自建房安全隐
患。推进分类整治，消化存量。完善
相关制度，严控增量，逐步建立城乡房
屋安全管理长效机制。

《工作方案》要求，各地要对本行
政区域内城乡所有自建房进行排查摸
底，全面摸清自建房结构安全性、经营
安全性、房屋建设合法合规性等基本
情况。建立整治台账，实行销号管
理。对存在安全隐患的自建房实施分

类整治，确保整改到位。组织开展“百
日行动”，对危及公共安全的经营性自
建房快查快改、立查立改，发现存在严
重安全隐患、不具备经营和使用条件
的，要立即采取停止使用等管控措施，
隐患彻底消除前不得恢复使用，坚决
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

《工作方案》要求，严控增量风险，3
层及以上城乡新建房屋，以及经营性自
建房必须依法依规经过专业设计和专
业施工。房屋产权人或使用人在办理
相关经营许可、开展经营活动前应依法

依规取得房屋安全鉴定合格证明。加
强日常检查，加快建立房屋安全隐患常
态化巡查发现机制。清查整治违法行
为，落实用地、规划、建设、经营等审批
部门的安全监管责任。加强房屋安全
管理队伍建设，充实基层监管力量。强
化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和从业人员管
理。研究建立房屋定期体检、房屋养老
金和房屋质量保险等制度。加快建立
健全农村房屋建设管理和城镇房屋安
全管理相关法规，加强地方性法规建
设，完善城乡房屋安全管理制度体系。

《工作方案》指出，成立全国自建
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部际协调机制，
负责组织实施专项整治工作。地方各
级党委和政府要落实属地责任，成立
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加快制定本
地区实施方案，建立工作机制，安排专
门资金，确保政策措施到位、人员配置
到位、工作落实到位。各行业主管部
门要按照“三管三必须”和“谁审批谁
负责”的要求，落实行业监管范围内自
建房的安全监管责任，共同推进专项
整治工作，形成工作合力。

■ 按照“谁拥有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依法依规彻查自建房安全隐患
■ 组织开展“百日行动”，对危及公共安全的经营性自建房快查快改、立查立改
■ 3层及以上城乡新建房屋，以及经营性自建房必须依法依规经过专业设计和专业施工
■ 研究建立房屋定期体检、房屋养老金和房屋质量保险等制度

《全国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印发

在发生疫情的地区，群众流动减少了，快递的需求增加了。
收取快递时如何应对和处理，才能最大限度确保健康安全？

中国疾控中心消毒学首席专家张流波介绍，国家邮政局
对快递消毒有专门的操作规范和指导文件，快递业也有专门
的生产操作规范，对快递的仓储、物流、货物送达等环节，都专
门规定了消毒的处理要求。

公众收取快递时应怎样处理？张流波建议，要尽量从低风
险地区购买相关物品，尽量避免快递被污染。“目前对快递包装
物里面的消毒处理，技术上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张流波说。

与此同时，在接收快递时，应该避免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对
接。要做好适度防护，戴好口罩、手套，跟其他人员要保持一
米距离。

此外，快递的包装要尽量不带入室内，如果必须带入，
可以用消毒纸巾对六面进行消毒，或者用消毒剂进行喷雾
消毒。处理完快递后，一定要记得洗手，或者用消毒剂做好
手消毒。

张流波建议，在确保消毒有效的前提下，尽量选择安全性
好的消毒剂和消毒方法。“消毒剂的使用浓度不是越高越好，
使用的量也不是越多越好，只要能够达到消毒效果就可以了，
因为过大的剂量会伴随安全风险。”张流波说。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 记者张泉 李恒）

疫情之下如何保证教学质量
收取快递如何确保健康安全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回应疫情焦点问题
近几日，全国每天新增本土感染者已降至600例以下，但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当前我国疫情形势有哪些变化？疫情之下如何保证教学质量？收取快递如何确保健康安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5月27日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集中回应了这些防疫关切问题。

“当前，全国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继续下
降，但每日仍有10余个省份报告新增本土感染者，疫情防控形
势依然严峻复杂。”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说。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雷正龙介绍，当
前，上海市每日新增报告感染者数已连续4天降至500例以下，
疫情继续处于稳中向好的可控状态，但相较全国其他城市仍处
于较高风险水平，仍需警惕部分重点场所疫情反弹；北京近两日
新增报告感染者数量显著降低，已有8个区县达到社会面稳定
清零状态，但丰台、海淀等区近日仍发现社区感染者，需要加大
集中隔离力度。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是疫情防控的重要手段。截至5月26
日，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近33.76亿剂次，近12.56亿
人已完成全程接种，6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覆盖人数近2.3亿人。

据悉，针对奥密克戎的疫苗目前已进入临床试验。“目前开
展奥密克戎株疫苗的研究，是期望在未来应对新冠病毒的过程
中能够增加一个手段。”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
说，但确定其研究结果还需要时间，同时病毒变异和进化存在不
确定性，所以当务之急仍是尽快全程接种，符合条件的尽快完成
加强针的接种。

雷正龙表示，为进一步做好疫苗接种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
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提供更加便捷优质的接种服务。

疫情防控期间，如何确保学生的身心健康？如何保证教学
质量？受到社会普遍关注。

“为维护师生健康、校园安全和教学秩序，教育部多次组织
专家研判，多次完善政策措施，指导各地做好校园疫情防控的五
项重点工作。”教育部体卫艺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刘培俊说。

这五项重点工作包括：严格落实常态化防控措施，备好突发
性疫情应急处置，强化校园内生活服务保障，加强师生人文关
怀，提升学校卫生服务能力。

“当前，全国各地疫情不同，学校教学方式在灵活切换，不管
是线上教学还是线下教学，学和教的质量都是有保障的。”刘培
俊说。

据悉，教育部加快建设“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持续
开发和上线推送优质课程资源，为学生打造“人人可及、处处可
学、时时在线”的网上课堂，为实现疫情防控期间“停课不停教、
停课不停学”打下良好的技术基础。与此同时，以高效率的在线
互动、精细化的教学管理保障质量。

暑假将近，随着高校陆续放假，大量学生开始离校返家，如
何指导高校学生做好在此期间的疫情防控？

刘培俊介绍，教育部正在会同有关部门加紧部署，支持学校
所在地、学生返乡地和各个学校做实做细做好离校返乡各个环
节的工作，确保学生“有序离校、安全旅行、健康到家”。

收取快递如何确保健康安全？疫情之下如何保证教学质量？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记者
吴文诩 夏子麟）在27日举行的北京
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公安局副局
长、新闻发言人潘绪宏介绍，经查，自
今年4月25日以来，北京金准医学

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为牟取非法经
济利益，违规将多区采集的“5混1”

“10混1”核酸样本，采用多管混检方
式进行检测，人为稀释样本，影响检
测结果准确性，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
罪。目前，该公司已被立案侦查，法

定代表人王某某（男，43岁）等17人，
被海淀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李昂表示，这是一起严重的核酸检
测质量安全事件，暴露出个别核酸

检测机构缺乏依法执业观念，质量
安全意识淡薄，管理不力，质控不
严，严重影响了核酸检测行业形象，
增加了疫情防控难度，干扰了疫情
防控大局。这起事件也反映出本市
核酸检测监管还存在漏洞和薄弱环

节，将深刻反思、全面复盘、举一反
三、严肃整改，立足疫情防控大局，
把核酸检测机构质量安全放在突出
位置，同时对于违法违规行为绝不
手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确保核酸
检测质量安全。

北京警方对金准医学检验实验室17人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

国家防总启动
防汛Ⅳ级应急响应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记者刘夏村）根据
《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
定于27日17时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

应急管理部27日发布了这一信息。据介绍，
近日，强降雨过程接连影响我国江南、华南、西南
等地，部分地区受灾严重。根据气象部门预报，5
月28日至31日，秦岭—淮河以南大部地区将自
北向南出现一次较强降雨过程，局地降雨可达
150至200毫米。

27日，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商调度重点
地区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前期强降
雨影响范围内的江河尚未完全退水，新一轮降雨
过程接踵而至，而且又集中在山区，极端性、突发
性、致灾性都很强，降雨地区土壤饱和，发生山洪
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要始终绷紧防汛这根弦，各
级责任人要切实增强忧患意识、风险意识、责任意
识，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做好应对突发
洪涝灾害各项准备。

我国本土葡萄酒酵母
完成“从0到1”的突破

据新华社西安5月27日电（姚友明 李晓春）
记者27日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获悉，由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刘延琳教授团队培育的两株
本土葡萄酒酵母实现我国本土葡萄酒酵母“从0到
1”的突破，解决了我国葡萄酒酵母长期以来存在
的“卡脖子”技术隐患与产业风险，为我国葡萄酒产
业的“微生物种业”安全提供了技术保障。

长期以来，我国葡萄酒产业单一依赖进口葡
萄酒酵母。从2000年开始，在国家葡萄产业技术
体系、国家自然基金等项目的支持下，刘延琳团队
历时20多年对本土酵母资源进行收集、挖掘、鉴
定、优选，建立保藏两万余株本土葡萄酒酵母的种
质资源库，开发了典型特征突出、综合性状优良、
功能细分的系列本土酵母菌近30株。其中两株
耐受力强、发酵力强、香气表达力强的本土优良葡
萄酒酿酒酵母CECA和CEC01，实现了规模化产
业应用，实现30%进口酵母替代，并出口至欧洲
传统葡萄酒生产国，促进中国葡萄酒产业的技术
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由中国工程院孙宝国院士、陈坚院士，中国酒
业协会执行理事长王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
所白逢彦研究员等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认为该
成果创新性突出，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对
推动我国葡萄酒产业科技升级起到了重要作用。

5月27日拍摄的浙江温州瓯江北口大桥。
当日，位于浙江温州境内的瓯江北口大桥建

成通车，这标志着连接浙闽粤三省的沿海大动脉
——甬莞高速最后节点实现贯通，全线正式通车。

瓯江北口大桥位于浙江温州瓯江出海口，起于
乐清市黄华镇，止于灵昆岛，全长7.913公里。大桥
上层为连接浙江宁波与广东东莞的甬莞高速组成部
分，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时速100公里；
下层为G228国道南金公路，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
标准，设计时速80公里。 新华社发（蔡宽元摄）

沿海大动脉甬莞高速全线通车

聚焦疫情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