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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卓誉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儋州

领信手机卖场）不慎遗失海南电信

资金往来专用收据117张，票号：

03326951-03327067，特此声明

作废。

●海口美兰食尚琼菜味餐饮店不

慎遗失电梯产品合格证，产品编

号：SEP129382，声明作废。

●屯昌县西昌镇合格村委会第五

组村民王绥兴（身份证号码：

460026197206041811）遗失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原承包经营权

证编码：469022107201050033J，

现声明作废。

● 毛 业 强（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100196807100036），毛羽馨

（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106201210090025）遗失《海

口市龙华区八灶片区棚户区（城中

村）改造项目购买住房》之房号确

认单，档案号：BZ955、BZ1011，登

记顺序号：1729，现场编号：B1-

50、B1-94、B1-94-1、B1-94-2、

B1-94-3、B1-94-4，声明作废。

●三亚琦越百货超市不慎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许可证编

号：JY14602000056804，特此声

明作废。

●出租人：郑高妃，承租人：王家华

遗失坐落于蓝天路省教学仪器厂

宿舍 1幢 303 房房屋租赁证，证

号：美房租证〔2020〕第47138号，

声明作废。

更名公告
海南陵水华丹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号：469034000002409）因

业务发展需要，股东决定，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由“海南陵水华丹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海南

陵水毕彤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公

司更名后，原法人、经营范围、企业

类型、注册资本、办公地址、联系电

话等不变，对外签订的各类合同、

合作协议及债权债务依然依法有

效。特此公告。

海南陵水毕彤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5月31日

●海南康宏佳丽实业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TWX75B）不慎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秦渭关中餐饮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MMPW3F）不慎

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和（张哲）法

人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陈赞博遗失身份证，证号：

460003199411053437，特此声明。

●王而斯麻乃不慎遗失儋州一帆

旅游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海

花岛岛外宿舍区7A-05、06号商

铺装修保证金收据，收据编号：

NO0840190，金额：6007.8 元，特

此声明以上收据作废。

●王而斯麻乃不慎遗失儋州一帆

旅游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海

花岛岛外宿舍区7A-05、06号商

铺履约保证金收据，收据编号：

NO0840189，金额：6007.8 元，特

此声明以上收据作废。

●海口金海岸罗顿国际旅业发展

有限公司清算组遗失在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国兴支行开立

临时存款账户的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L6410000729901，声明作废。

●琼海嘉积祥辉土方工程部遗失

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海南全民香产品文化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013480930098）遗 失 公

章，声明作废。

●张铭泽不慎遗失海南雅居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专项维

修资金收据，收据编号：雅海

0155187，金额：8593.20元，声明

作废。

●蒋星翰不慎遗失海南雅居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定金收

据，收据编号：雅海 0058393，金

额：200000元，声明作废。

●海南琼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

证编号：JY14690052069233，声

明作废。

●孙建国不慎遗失海南万宁石梅

半岛32地块51号楼3单元103室

预交房款(含增值税)收据一张，编

号：8892553，金额：2117033 元

整，声明作废。

●孙建国不慎遗失海南万宁石梅

半岛32地块51号楼3单元103室

定金收据一张，编号：7892788，金

额：535958元整，声明作废。

●海南鸿东达物流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

证号：琼交运澄迈469023060243，

特此声明作废。

公告
海南艾德青少儿英语绘读文化有
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叶云与你公司劳
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2021〕
第776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本委海劳人仲裁
字〔2022〕第 279 号仲裁裁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
委领取仲裁裁决书（地址：海口市
西 沙 路 4 号 ，电 话 ：0898-
665232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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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

公告
海口市希格宝教育有限公司：
本委已经受理申请人吴海丽等7
人与被申请人你公司劳动争议案，
定于2022年8月2日上午9时开
庭审理（海劳人仲案字〔2022〕第
312～313、420～422、483～484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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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系电
话：0898-66595571）领取应诉通
知书、开庭通知书、申请书及证据
材料副本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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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5月30日

减资公告
静和控股（海南）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出资额由原人民币500万元减
少至人民币100万元，原债权债务
不变。 2022年5月30日

减资公告
海南东方市广祥公共交通有限责
任公司决定，将注册资本由原来
的人民币500万元减至10万元，
原债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 45
天内到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
此公告

遗失声明
文昌正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69005000009562；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琼地税昌字：460005722

10766X；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本，代码：72210766-X；国有土地

使 用 权 证 ，文 国 用〔2007〕第

W0400455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临时证：文建规管字2007第 201

号；建设工程规划临时许可证：（临）

建字第469005201200220 号；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文）建管字

2008第005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证4份，编号：4600222008031202

01、460022200910160101、4600

22200611080101、469005201306

2601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亿森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一枚、财务专用章一

枚、法人印章一枚，声明作废。

●屯昌县西昌镇合格村委会第五

组村民王安道（身份证号码：

460026196008021815）遗失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原承包经营权

证编码：469022107201050003J，

现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公告
海南开元腾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梁燕珠与你公司劳动

争议案（海琼劳人仲案字〔2021〕

第162号），现已作出裁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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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

琼山区椰海大道2-1号，琼山区社

保大楼三楼，联系电话：0898-

65852550）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特此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 2022年5月31日

公告
海南新途径教育有限责任公司：

本委已经受理申请人张金虎与被

申请人你公司劳动争议案，定于

2022年 9月 6日14:30时开庭审

理（海劳人仲案字〔2022〕第 423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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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系电

话：0898-66595571）领取应诉通

知书、申请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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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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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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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地·云海湾城市广场项目
规划设计方案公示启事

金地·云海湾城市广场项目地块位于海口市江东新区绕城
高速交汇处西北角，毗邻鸿洲江山住宅区。现根据地下高品质水
厂提资和大市政供电配套进度调整的要求，以及部分平面优化以
提升项目品质的需要，拟对设计方案进行相应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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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5月31日至2022年6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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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

二、交易方式：根据受让方征集情况，确定交易方式，若只征集
到一名意向受让方，采取挂牌方式交易；若征集到两名及以上意向
受让方，采取拍卖竞价方式交易。三、公告期：公告时间2022年5月
31日至2022年6月28日。报名时间：2022 年 5月 31日 08:30 至
2022年 6月 28日 17:00（办公时间）。四、挂牌报价时间：2022年

5月31日08:30至2022年6月29日10:30。五、挂牌出让地点：儋州
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海南省儋州市那大镇怡心花园D15
号）。六、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新埠岛西苑路横沟二街D19栋三
层。联系方式：0898-32855875 18976767729

海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5月31日

项目名称

儋州海花岛跨
海桥梁2#桥工
程海域使用权

用海位置

儋州市海花岛
2号岛靠滨海
大道侧海域

用海面积(公顷)

4.0425公顷（跨海桥梁面
积2.2195公顷,非透水构
筑物用海面积1.8230公顷）

用海类型

旅游基础
设施用海

用海方式

非透水构筑物用海
和跨海桥梁用海

用海期限
（年）

25年

挂牌起始价
（万元）

578

保证金
（万元）

174

挂牌现场会开始时间

2022年6月29日10:30

儋州海花岛跨海桥梁2#桥工程海域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儋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公开出让儋州海花岛跨海桥梁2#桥工程海

域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宗海基本情况：

项目概况：项目位于三亚市新风路48号光大大厦（解放路和新
风路的交叉路口），光大大厦共8层，总建筑面积10685.77平方米，大
厦一至四层为光大银行三亚分行自用（建筑面积为4687.71平方米）；
拟出租部分为一楼右侧大厅及5～8层及附属设施，总建筑面积为
5998.06平方米（其中，一楼大厅建筑面积为315.40平方米，5～8层建
筑面积为5682.66平方米）。现有房屋格局：5～7层为酒店标准间客房
格局，8层为开放式格局。出租用途为直营品牌连锁酒店。租期：10
年。发售招标文件时间：2022年5月31日至6月7日。地点：海口市国
贸大道56号北京大厦21B。开标时间：2022年6月21日上午9时。地
点：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海秀东路74号鸿泰大厦14楼2号开标室。详
情见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s://bulletin.cebpubservice.
com/），联系方式：招标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联
系人：周工，联系电话：0898-68585612；招标代理机构：河南宏业建
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系人：沈君实，联系电话：18976099633。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三亚光大大厦
招租项目（第二次）招标公告

目前，我国已基本建成以基本医保为主
体、医疗救助为托底、补充医疗保险等共同发
展的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体系。2022年，将
继续支持商业保险机构开发与基本医疗保险
相衔接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更好覆盖基本
医保不予支付的费用。

此外，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层次稳步提高，
我国绝大多数省份已经实现了市级统筹，北
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等省份已经探索开
展省级统筹。接下来，基本医保省级统筹将
继续推进。

在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方面，进一步
扩大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每个县至少有
一家定点医疗机构能够提供包括门诊费用在
内的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服务。

国家医保局等部门也将指导各地推进职
工医保普通门诊统筹，对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就医实行差别化支付政策，逐步将多发病、常
见病的普通门诊费用纳入统筹基金支付范围。

（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记者彭韵佳
沐铁城）

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记者宋晨 李恒）当
前，全国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继
续下降，但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为何要
及时接种新冠疫苗？如何对公共场所科学消毒？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专家作出权威解答。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表
示，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传播速度更快，传染性也更
强，传播过程更加隐匿，仍会导致重症和死亡。目
前，新冠疫苗对预防重症和死亡的效果明显。完
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和加强针，效果会更好。

据悉，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的疫苗目前已进
入临床试验阶段。“目前开展奥密克戎变异株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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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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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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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优化服务
模式，提供更加便捷优质的接种服务。

公共场所科学消毒一直广受关注。中国疾
控中心消毒学首席专家张流波表示，疫情期间，
商超、宾馆、农贸市场、学校、交通工具、办公楼
宇、建筑工地等需要进行日常消毒，开展预防性
消毒。

“对上述地方的消毒，重点是针对高频接触
的物品表面，如门把手、电梯按钮、柜台等。”张流
波说，室外景区要做重点消毒的是涉及公共卫生
间、售货亭等人群聚集场所的环境和表面。如有
健身器材，也是消毒的重点。

张流波提示，在没有明确污染的情况下，没有
必要对室外场所的地面、路面甚至绿化带进行大规
模喷洒消毒，也没有必要对室外的空气消毒。

为何要及时接种新冠疫苗？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专家权威解答

再次明确！2022年医保改革重点有这些
扩大药品耗材集采范围、调整医疗服务价格、进一步扩大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22年重点工作任务》，再次明确今年医保领域的改革目标。

任务明确，继续开展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
购工作，并扩大采购范围，力争每个省份国家
和地方采购药品通用名数合计超过350个。
这意味着，药品集采将继续扩围，进一步挤压
药品带金销售的空间，扩大老百姓受益面。

三年来，集采已经进入常态化、制度化阶
段，国家累计6批集采共采购234种药品，平
均每个省份药品集采品种累计已达50个。国
家医保局此前也已经明确，药品集采将在化
学药、中成药、生物药三大板块全方位开展。

集采不仅实现被采购药品的降价，同时
也对药品市场产生鲶鱼效应。从国家医保局
开展的药品价格监测数据看，2019 年和
2021年这两年，药品总体价格水平持续下
降，年均达到7%左右。

在高值医用耗材方面，2022年国家层面
将开展一批脊柱类高值医用耗材集采。针对
国家组织采购以外用量大、采购金额高的药
品耗材，国家医保局等部门将指导各省份至
少各实施或参与联盟采购实施1次集中带量
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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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上海
市普陀区一居民小区
的居民进行核酸采样。

本轮疫情以来，
上海全市核酸检测能
力大幅提高，目前全
市单日最大检测能力
达到850万管以上，
检测能力可以满足全
市复工复产后的核酸
检测需求。

根据上海市总体
安排，2022年6月1日
零时起有序恢复住宅
小区出入、公共交通运
营和机动车通行。

新华社发

上海单日最大核酸检测能力超850万管
6月1日起有序恢复住宅小区出入、公共交通运营和机动车通行

新华社波哥大5月29日电（记者徐烨 陈昊
佺）哥伦比亚国家民事登记处29日晚发布的初步
计票结果显示，左翼竞选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
联盟”候选人古斯塔沃·佩特罗和独立参选人鲁道
夫·埃尔南德斯在当天举行的首轮投票中得票领
先，将共同进入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

目前已对99.93%选票进行计票，结果显示，
佩特罗和埃尔南德斯的得票率分别为40.32%和
28.15%，由于两人均未获得过半数以上选票，他
们将在6月19日举行的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
展开最终角逐。中右翼竞选联盟“哥伦比亚队联
盟”候选人费德里科·古铁雷斯得票率23.91%，位
居第三无缘第二轮投票。

哥伦比亚29日举行总统选举，投票于上午8
时开始，下午4时结束。全国共设立1.2万个投票
站，供3900万登记选民投票，全国有30万军警参
与投票安保工作。

哥伦比亚总统选举
将迎第二轮投票

5月29日，一名女子在哥伦比亚麦德林一处
投票站投票。 新华社/法新

以色列“耶路撒冷日”
游行引发冲突
约20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5月29日电（记者尚昊
王卓伦）数万名以色列民众29日举行“耶路撒冷
日”游行，引发巴勒斯坦抗议者与以色列军警冲
突，造成约20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

当天，以色列民众在耶路撒冷举行游行，纪念
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夺得耶路撒
冷全城控制权。以色列警方消息说，约7万名以
色列民众参加了游行，警方在耶路撒冷部署了约
3000名警察。

以色列媒体报道说，以色列民众在游行期间
遭到巴勒斯坦民众抗议，随后巴勒斯坦抗议者与
以色列警察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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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服务价格是重要的民生价
格。任务明确，各省份2022年6月底
前印发建立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
制相关文件，年底前将医疗服务价格
调出成本监审和价格听证目录。

此前，国家医保局等八部门联合
印发《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方
案》，明确通过3至5年的试点，探索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医疗服务价格改
革经验。赣州、苏州、厦门、唐山、乐山
5个城市成为试点城市。

2022年，国家医保局等部门将指导
地方科学设置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的启动
条件、触发标准及约束条件，年内开展1
次调价评估，符合条件的及时调价。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深化
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同时，也将不断完
善配套措施确保群众负担总体稳定。
包括做好调价可行性的评估，做好医疗
服务价格和支付政策协同，将调价部分
按规定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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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医保高质量发展，任务明确，
推行以按病种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式医
保支付方式，在全国40%以上的统筹地
区开展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付
费或按病种分值（DIP）付费改革工作，
DRG付费或DIP付费的医保基金占全
部符合条件住院医保基金支出的比例达
到30%。

推行以按病种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
式医保支付方式，将提高医保基金使用
效率，减轻患者个人负担。2019年以
来，30个城市的DRG付费国家试点和
71个城市的DIP付费国家试点先后启
动，在放缓医药费用增速、规范医疗行为
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据介绍，在国家试点的基础上，部分
省份也选取了一些基础条件较好的城市
开展试点，全国DRG、DIP的试点已经
超过200个。根据安排，相关部门将对
已进入实际付费阶段的试点城市进行评
估，根据评估结果完善支付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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