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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陈 关 春 （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01196403110714）遗失坐落

于陵水黎族自治县文教路7—9号

的陵水黎族自治县城镇房屋拆迁

补偿安置协议书原件一份，协议编

号：01，安置地块号：良种场安置地

359号一期，特此声明。

●海南银涛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000075436919

7M）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四合鉴筑实业有限公司财

务专用章因损坏，现声明作废。

●海南聚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原

名：海南成美医疗投资有限公司）

于2022年 7月 20日不慎遗失公

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比选结果公示
海南大学创新药物筛选及评价平

台7号楼过渡项目高低压配电工

程于2022年8月4日在海口市秀

英区南海大道266号海口国家高

新区创业孵化中心进行了比选，现

将比选结果公示如下：

中标单位：兆瑞建设有限公司，如

对以上结果有异议，请于本比选结

果公布之日起三日内以书面形式

向我司提出书面投诉；公示期满无
异议，我司将与兆瑞建设有限公司
签订合同。联系电话：0898-
66791999，联系人：肖工。
海口国家高新区发展控股有限公
司 2022年8月7日

减资公告
海南浙兴园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由原壹仟万元减少至人民币壹
佰万元，原债权债务不变。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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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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中央军
委办公厅日前印发《通知》，要求解放
军和武警部队认真组织《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第四卷学习使用。

《通知》指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
项长期的政治任务。要将《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与第一卷、第
二卷、第三卷作为一个整体，组织

官兵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原
义，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
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
军委和习主席指挥。

《通知》强调，要把《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第四卷纳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学习、领导干部理论轮训、部队思想

政治教育和院校政治理论教学，坚持
全面系统学、及时跟进学、深入思考
学、联系实际学，深入领会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意
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
深刻体悟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方法。要在全面学习的基础上，
突出学好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学习
《习近平论强军兴军》《习近平论强军

兴军（二）》《习近平论强军兴军（三）》
和《习近平强军思想学习纲要》，全面
领会思想体系和精髓要义，牢固确立
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
的指导地位。要组织广大理论工作者
深化研究阐释，军队新闻媒体要加强
宣传解读，推出系列文章、评论言论、
动态报道等，浓厚学习氛围。各级领
导干部要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坚持先

学一步、学深一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运用自
身学习成果搞好对基层官兵的宣讲辅
导。要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
思主义学风，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
夫，全面加强部队建设，全面加强练兵
备战，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
任务，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

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通知》要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新华社北京8月 6
日电 水利部6日12时
针对北京、天津、河北、
山西、内蒙古、山东、河
南、陕西等8省份启动
洪水防御Ⅳ级应急响
应。

水利部发布的汛情
通报显示，据预报，6日
至10日，北京、天津、河
北、山西、内蒙古、山东、
河南、陕西等8省份将
出现强降雨过程，海河
流域大清河、子牙河、永
定河、北三河、滦河，黄
河流域中游干流及支流
汾河、山陕区间皇甫川、
窟野河、无定河、秃尾
河、湫水河、下游大汶
河，淮河流域山东小清
河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
水过程，暴雨区部分河
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水利部发出通知，要
求相关地区水利部门和
水利部黄河、淮河、海河
水利委员会密切关注雨
情水情变化，加强监测预
报、会商分析和值班值
守，重点做好水库、淤地
坝和在建工程安全度汛、
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
害防御等工作，确保群众
生命安全。

水利部信息中心发
布洪水蓝色预警，提醒
有关地区和社会公众注
意防范。

新华社北京 8月 6日电 （樊曦
徐皓冰）记者6日从中国铁建股份有
限公司获悉，我国部分在建铁路项目
取得重要进展。

在福建，兴泉铁路清流至泉州段
正式进入动态验收阶段。中铁二十四
局集团项目负责人介绍，动态验收由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公司组织运营单

位、建设单位、参建单位进行。专业人
员利用综合检测列车，按照五个速度
等级对铁路的平顺度、信号、通信以及
桥梁进行动态检测，为该线9月底开
通运营创造条件。

兴泉铁路正线全长464.16公里，
设计时速160公里，是客货共线的国
家一级电气化铁路。

在江苏，南沿江城际铁路重要车
站句容站成功实现候车大厅网架整体
顶升，标志着句容站主体工程建设基
本完工，为南沿江城际铁路如期开通
奠定坚实基础。

据中铁二十四局集团项目负责人
介绍，句容站站房总建筑面积超过1.4
万平方米。站房屋顶采用焊接球钢网

架，网架造型复杂，总用钢量重达530
吨。施工人员利用计算机同步液压控
制系统施工操作，保证了各顶点精准
同步到位。

在浙江，随着杭温铁路既有永
嘉站拆除工作全部完成，在原站
基础上新建的温州北站建设全面
铺开。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项目负责人表
示，根据规划，新建温州北站站场面积
将是原来永嘉站的8.5倍。后续，温
州北站还将引入地铁线，更加便利当
地居民的出行。

杭温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形成一
条从长三角核心区域辐射浙江东南地
区的骨干城际轨道交通线。

我国部分在建铁路项目取得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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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不断、堤坝溃口

辽宁今年汛情为何如此严峻？
今年入汛以来，辽宁已出现13轮暴雨过程，暴雨过程次数为历史同期最多。受强降雨影响，辽宁盘锦绕阳河发

生有水文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8月1日，绕阳河盘锦段发生溃口。目前，辽宁因洪涝灾害已累计转移77370人。
为什么今年降雨如此频繁？主汛期仍在持续，未来该如何应对？辽宁省多个部门进行了介绍和分析。

浙江新一轮疫情累计报告

本土阳性感染者218例
新华社杭州 8月 6日电 （记者俞菀）记者

从6日召开的浙江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8月 2日，浙江金华义乌市发生 1起聚集性新
冠肺炎疫情。截至6日下午2时，本次疫情累
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 28例，本土无症状感染
者190例。

浙江省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疫
情传播链条总体清晰，首发病例7月29日返浙前
7天内有省外本土聚集性疫情发生地区旅居史。
现有感染者都在首发病例所在的传播链条上，目
前未发现脱离该链条的感染者。

从区域分布看，疫情聚集性特征明显，主要通
过夜市、商业综合体及家庭内等发生传播扩散，高
度集中在义乌市江东街道青口夜市及周边地区。

浙江省疾控中心专家表示，目前义乌市本地
感染者主要通过密接集中隔离人员、次密接居家
隔离人员和重点人员筛查发现。8月5日以来新
增阳性检出者均为集中隔离、居家隔离和中高风
险区域等重点管控人员，无低风险区域混管阳性
检出，疫情社区传播已得到初步控制，后续传播扩
散风险总体可控。

据悉，本次疫情发生后，浙江第一时间启动
省、市、县三级扁平化应急指挥体系，紧急抽调近
4000名核酸采样、检测和流调等专业技术人员驰
援疫情发生地。全省统筹安排，支援义乌市做好
风险人员隔离转运工作。

国家卫健委发文要求

做好托育机构卫生评价工作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记者李恒）为贯彻

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
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促进托育机构规范发
展，满足人民群众对婴幼儿照护服务需求，保障婴
幼儿健康，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日前印发通知，
要求做好托育机构卫生评价工作。

通知明确托育机构备案相关卫生评价基本
要求。以保障婴幼儿健康为出发点，制定了《托
育机构卫生评价基本标准（试行）》，从环境卫
生、设施设备、人员配备、卫生保健制度等4个
方面提出了需要获得冬季日照的婴幼儿生活用
房窗洞开口面积不应小于该房间面积的20%等
14条基本要求。

根据通知，托育机构向所在地县级卫生健康
部门备案时，应当满足基本标准各项要求。

与此同时，通知明确备案与监督管理。提出
托育机构备案前按照基本标准进行自我评估，达
到基本标准各项要求的方为合格。县级卫生健康
部门收到托育机构备案时提交的卫生评价报告，
应当核验材料的完整性。

县级卫生健康部门向托育机构提供备案回执
后，应当严格按照基本标准，对托育机构情况进行
现场核实勘验。对于不符合基本标准的，应当自
接收备案材料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通知备案机
构，说明理由、责令改正并向社会公开。

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考虑到现
阶段我国托育服务刚刚起步，托育机构普遍规模
较小的现状，基本标准定位于既要满足群众对婴
幼儿照护服务安全规范的诉求，确保婴幼儿健康，
又要与托育机构现行发展水平相适应，进一步促
进托育机构健康发展。

辽宁绕阳河溃口封堵完成合龙辽宁绕阳河溃口封堵完成合龙
88月月66日日，，抢险人员在溃口处进行封堵作业抢险人员在溃口处进行封堵作业。。
经现场抢险人员连续经现场抢险人员连续55天奋战天奋战，，辽宁绕阳河溃口封堵完成合龙辽宁绕阳河溃口封堵完成合龙。。至此至此，，发生在辽宁省盘锦市发生在辽宁省盘锦市

域内的绕阳河左岸曙四联段国堤溃口抢险取得重大进展域内的绕阳河左岸曙四联段国堤溃口抢险取得重大进展。。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潘昱龙 摄摄

今年入汛以来为何暴雨不断？

据辽宁省气象部门介绍，今年入汛以来，
辽宁全省平均降水量426.3毫米，比常年同期
（289.7毫米）偏多47.2%，为近十年来同期最
多。14个地市中，阜新偏多1.7倍，其他13个
地市偏多2至9成，其中有8个站降水量达历
史同期最多。

此前辽宁两轮较大的暴雨曾造成多地发
生洪涝灾害，导致农作物受损、群众财产损
失。其中，7月6日至7日降雨造成全省14个
市49个县（市、区）399个乡镇（街道）受灾。受
灾人口达42.13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5.48
万公顷，直接经济损失12.27亿元。7月末的
暴雨过程，造成沈阳、鞍山、丹东、锦州等9个
市31个县（市、区）252个乡镇（街道）发生洪涝
灾害，受灾人口达47.02万人，农作物受灾面
积12.64万公顷，倒塌房屋29户51间，严重损
坏房屋185户 318间，一般损坏房屋745户
1662间，直接经济损失17.05亿元。

沈阳区域气候中心气候监测与评价室副
主任李倩表示，赤道中东太平洋拉尼娜事件持
续，印度洋海温偏暖，北大西洋海温三极子正
位相，导致中高纬大气环流异常，东北冷涡偏
强；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北界位置明显偏
北，有利于水汽输送，冷暖空气频繁交汇，是导
致辽宁入汛以来降水极端的主要原因。

绕阳河为何发生溃堤？

8月1日6时，绕阳河左岸曙四联段一
处堤坝出现严重透水。盘锦市防指启动防
汛 I级应急响应，紧急调集人员及物资抢
险，但堤坝仍于10时30分发生溃口，溃口
宽度约20米。2日早晨，溃口宽度扩大至约
50米。

记者从辽宁省气象部门获悉，入汛以来
全省各流域平均降水量均比常年同期偏多，
其中绕阳河流域降水量543.2毫米，比常年
同期（265.6毫米）偏多1倍，为1951年以来
历史同期最多。绕阳河溃口的上游地区，阜
新和沈阳分别偏多1.8倍和9成，为1951年
以来历史同期最多；锦州地区偏多8成，为
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五多。绕阳河溃口
所在的盘锦地区，入汛以来降水量 490.9毫
米，比常年同期偏多 8成，为1951年以来历
史同期第四多。

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表示，截至6日
6时，盘锦市绕阳河溃口段上游侧完成道路
修筑，正在修筑回转平台；下游侧继续实施
封堵，决口进占27米，剩余25米。盘锦市
集中开展绕阳河河道内阻水建筑物清障，已
完成红旗干渠、生态路及10处套堤5490米
清障任务。淹没区排水方案已基本形成，正
在组织现场勘查，排水设备定于6日进场。

辽宁采取多种举措应对未来降雨

据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通报，
截至6日8时，辽河干流6个水文站超警戒水
位，超警范围0.11米至0.48米；绕阳河杜家水
文站超警戒水位1.04米；全省共有11座水库
超汛限，正在泄洪。

辽宁省气象部门表示，目前，辽宁河流底
水高，部分水库与河道超汛限，叠加此次强降
雨过程，发生洪水的可能性增大，特别是辽河
流域、绕阳河流域。同时，前期多轮强降雨已
致辽宁大部地区土壤饱和，受本次强降雨影
响，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
险增大。

为此，辽宁省水利厅已派出6个工作组检
查指导辽河、绕阳河巡堤查险工作，继续指导
绕阳河堤防应急处置，并对超汛限水库进行
逐个调度。

辽宁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用2架救援直
升机配合绕阳河堵口作业，已投放沉箱5个；
消防救援部门调派3支水域救援专业队赶赴
盘锦增援，配合灾情勘查、水文测绘、无人机
巡查和应急救援前置备勤；辽宁电力部门支
援坝上18台应急照明设备，加强对溢洪区线
路维护，保护电力设施。

（新华社沈阳8月6日电 记者丁非白 洪
可润 白涌泉）

8月5日，一列雅万高铁高速动车组停放在
位于山东省青岛市的中车四方股份公司环形试
验线上。

当日，采用中国标准、为雅（加达）万（隆）高铁
量身定制的高速动车组和综合检测列车在青岛正
式下线。据介绍，此次下线的高速动车组和综合
检测列车，依托时速350公里复兴号中国标准动
车组先进成熟技术，适应印尼当地运行环境和线
路条件，融合印尼本土文化，进行了适应性改进。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我国出口
印尼雅万高速动车组下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