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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出租：18608948990
本楼分层招租

1至2楼铺面，3至6楼宾馆房，每
层400m2，有意来电商谈。地址：
定 安 县 和 平 北 路 ，电 话 ：
18976664890。

遗失声明
海南鑫晴置业顾问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王晴）法

人私章，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工商银行临高县支行工会委

员会遗失工会法人资格证书正、副

本、工会法定代表人证书，证号：工

法证字第 212200042 号；组织机

构 代 码 证 正 、副 本 ，代 码 ：

78070834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澄迈远兴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914690277807

06062L）遗失公章、财务章、发票

专用章、（黎清）法人章，声明作废。

●儋州国金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9003MA5T

3XUJ5B）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琼海光发珠宝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琼海金发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口美兰科立隆电脑办公耗材

总汇公章磨损，声明作废。

●定安雷鸣倩羽饭店不慎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许可证编

号：JY24690211032947，声明作废。

●琼海市起跑线艺术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

校办学许可证副本原件，证号：教

民146900272020011号，声明作废。

●海口琼山碧玉日用百货店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01071326303，声明作废。

●麦冬金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

护士执业证书一本，护士执业证书

编号：201346000246，特此声明作废。

●李开辉，身份证号码：46003419

6403204734，遗失陵水县新村镇

人民政府于1986年12月1日开具

的《房宅定居证明书》一份，土地面

积128平方米，特此声明。

● 陈 秋 发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34195808070450，遗失陵水

黎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

2013年5月24日核发的《建设用

地 规 划 许 可 证 》（ 地 字 第

469034201300705号）一份，土地

面积144平方米，特此声明。

●海南鑫恒律师事务所胡志红律

师于2022年11月16日遗失了由

海南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执业证，

执业证号：14602202110327310，

流水号：11365486，现声明作废。

●海南中诚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

专用章、法人章，声明作废。

●曾繁叶不慎遗失道路运输经营

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号：琼交运

管万宁字469006100311号，声明

作废。

十月田场橡胶销售公告
我司现公开销售 677.77 亩橡胶

树。标的位置：海南昌江十月田镇

海钢十月田胶场。竞标资质：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法人经营范围必

须有木材采伐或加工等相关经营

项 目 。 联 系 方 式 ：麦 先 生

13976711153。海南海钢农旅开

发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3日

洋浦两关公务用车辆定点维修

服务项目评审结果公示
根据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关、洋浦港

海关公务用车辆定点维修服务项

目采购要求，现将该项目的评审结

果公示如下：第一候选单位：洋浦

亿众汽车维修有限公司；第二候选

单位：洋浦车时间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公示期：本公示发布之日起3

日内。如有质疑（或异议），请在公

示期内向招标人提出。招标人：洋

浦经济开发区海关、洋浦港海关。

联系人：张女士，电话：0898-

23792616。监督单位：海口海关

监 察 室 ，投 诉 电 话 ：0898-

66188110。

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关、洋浦港海关

2022年11月17日

公告
海南金华林业有限公司：贵司与我

方于1998年12月8日签订《林业

用 地 承 包 合 同 》（ 编 号 ：

HFM99002）。因贵司多年未支付

分成收益及土地承包金，我方遂于

2022年7月28日向贵司致函《催

告履行合同通知书》，但贵司仍未

履行合同义务，已构成根本违约。

现正式通知贵方，即日起解除与我

方签订的《林业用地承包合同》。

王沛光 2022年11月13日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我局正受理黄照娥持有的《宅基地

使用证》［证号：东建证字167号］

补档地籍调查事宜。该宗地位于八

所镇东升街3巷，土地面积为140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经

实地调查，该宗地四至为：东至韩

祥燕，南至道路，西至黄照梅，北至

道路。凡对该宗地权属有异议者，

请将书面材料及有效证明材料自

通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送至我局

自然资源确权岗，逾期未提出异

议，我局将按规定为该宗地补办宗

地档案并出具宗地图。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1月16日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我局正受理黄照梅持有的《宅基地

使用证》［证号：东建证字168号］

补档地籍调查事宜。该宗地位于八

所镇东升街3巷7号，土地面积为

140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用

地。经实地调查，该宗地四至为：东

至黄照娥，南至道路，西至黄吉雄，

北至道路。凡对该宗地权属有异议

者，请将书面材料及有效证明材料

自通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送至我

局自然资源确权岗，逾期未提出异

议，我局将按规定为该宗地补办宗

地档案并出具宗地图。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1月16日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21118-2期）

受委托，定于2022年12月19日上

午10:00至2022年12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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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临高县临城镇新城商住

小区64m2住宅用地土地使用权；2.

临高县邮政家园A栋602房。展示

时间：2022年12月15日～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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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0221118期）

受委托，将于2022年12月18日上午

10时至2022年12月19日上午10时

在阿里拍卖平台（http://7656fhh.

store/s/FL4oZX）上公开拍卖：海

口市琼州大道43号东门里301房

及对应土地，起拍价：963751.2元。

有意者请登录和注册阿里拍卖报

名参与。网页版公告及须知、说明

是本公告的组成部分。咨询通道：

0898-31982239，地址：海口市国

贸大道申亚大厦2003室。

债权转让通知书
周菊堂：胡波、王进、敖建彪、夏勇、

邹文斌已将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

院〔2019〕琼0105民初3032号《民

事判决书》中确定的你应向本人支

付退股金人民币500万元及利息

的全部债权转让给海南樟进贸易

有限公司享有。请你向新债权人

履行该债务。特此通知。

通知人：胡波、王进、敖建彪、夏勇、

邹文斌 2022年11月17日

通知
海南省殡葬协会拟定于2022年11

月25日召开会员大会，表决通过

协会注销事宜，请各会员于2022

年 11 月 24 日之前与张应军（电

话：65358551）联系，确认会员资

格，逾期将视为放弃会员资格及相

关权利。特此通知。

减资公告
海南立得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
MA7L82W79P）经股东会决议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金
由人民币500万元减少到150万
元，原债权债务不变，请债权人自
见报起45天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
务或提供担保请求，特此公告。联
系人：张芊，电话：13816108442。

注销公告
陵水黎族自治县提蒙乡欣欣幼儿
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469028
MJP3580155）拟向陵水黎族自治
县审批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
务人见报之日起45天内到本校办
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不动产权证书遗失声明
谢祖宇因保管不善，将临国用〔01〕

字第0659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遗失，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

补发，现声明该不动产权证书作

废。特此声明。 声明人：谢祖宇

2022年11月15日

●舒月芬遗失（甘梅地瓜）潮立方

1F/S26号商铺押金收据一张，收

据编号：0011555，金额：13500

元，声明作废。

●李成庚，加拿大护照号码：

AJ2112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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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60353的会员卡、会

员证、会员转让过户申请书遗失，

声明作废。

●三亚铭一实业开发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20055738

7820P）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海口富力会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陵水分公司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

港口经营许可证，证件编号：（琼

陵）港经证（0004）号，法定代表

人：李芳艳，声明作废。

●海南鑫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57

30929182）遗失公章、财务专用

章，声明作废。

●海南金顺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AP4N99）遗 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金财洋贸易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A92

DBQ2A）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

作废。

●澄迈老城碧海金珠综合门诊部

（登记号：PDY20180346902317D

1102）不慎遗失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正、副本，现声明作废。

●张华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469005001689，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通 知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拍卖公告 公告
海南呱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委

受理申请人符慧、赵菁菁、王梦菲、

陶怡蓉、窦丹君、许家智、逯靖怡、

羊丽婷、王小曼与你公司劳动争议

案（海劳人仲案字〔2022〕第569～

576、648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海劳人仲裁字〔2022〕第

706～708号仲裁裁决书及海劳人

仲决字〔2022〕第254～259号仲裁

决定书，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委领取（地址：海口市西沙路

4号，联系电话：0898-66595571），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裁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

诉，逾期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2022年11月18日

公告
海南欧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温月华与你公司

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2〕第543号），现依法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海劳人仲裁字〔2022〕

第759号仲裁裁决书，限你公司在

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委领取

（地址：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系电

话：0898-66751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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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3876490499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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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山站

66110882
68553522
65881361
6588232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5栋1层

琼山区琼州大道 4号肥皂厂小区
7号楼103房（香江国际酒店对面）

美兰站

秀英站

65379383
65370062
68621176
68657135

美兰区白龙南路75号美舍滨河小区
1栋2单元106房

秀英区海玻路第一砖厂宿舍5栋104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3876490499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3876490499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3876490499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3876490499
澄 迈 1387649049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公告类信息：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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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服务热线：
66810888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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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让

房产转让
我公司拟转让位于三亚市天涯区光

明路金海湾花园内阳光A座802

房、阳光B座701房、阳光B座601

房三套房产，电话：13976086055。

海南华琨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整层出售
位于海口市国贸玉沙路整层商业
楼，建筑面积880m2（现租给银行）
低价出售，请联系：18789611681。

长期收购未解决的执行疑难案件
房产民事案件15595697602李律

商业信息

出 售

出 租

注销公告
海南省殡葬协会拟向海南省民政

厅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

报日起45天内到本协会办理相关

事宜。

广告·热线：66810888

不再判定密接的
密接，取消入境航班
熔断机制，将风险区
调整为“高、低”两类，
纠正核酸检测“一天
两检”“一天三检”等
不科学做法，加快新
冠肺炎治疗相关药物
储备……二十条优化
措施公布后，引起社
会广泛关注。

各地相继落实二
十条优化措施。风险区
如何划定？密接、时空
伴随等怎样判定？坚
持做核酸有无必要？
聚焦落实过程中公众
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
专家作出权威回应。

二十条优化措施是否意味
着放松防控？是否会加大疫情
传播的风险？

有群众反映，目前有密接、
时空伴随等多种判定。不同判
定应采取什么样的防疫措施？

当前，有的城市减少核酸检
测点位的同时，要求出入公共场
所出具核酸阴性证明。不少群众
关心：是否需要坚持做核酸检测？

有群众反映，其所在地方
提出“社区暴发地区”“社区传
播明显地区”等，二十条优化措
施提出后，风险区如何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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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根据第九版防控方案，发生疫情
以后，基于流调研判，明确传播链清晰，
没有发生社区传播，无须开展区域全员
核酸检测，只需对风险区域和重点有感
染风险的人员进行核酸检测，开展快速
疫情处置。

二十条优化措施进一步强调，没有发
生疫情的地区严格按照第九版防控方案确
定的范围对风险岗位、重点人员开展核酸
检测，不得扩大核酸检测范围。一般不按
行政区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只在感染来
源和传播链条不清、社区传播时间较长等
疫情底数不清时开展。

二十条优化措施还要求，制定规范核
酸检测的具体实施办法，重申和细化有关
要求，纠正“一天两检”“一天三检”等不科
学做法。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答：优化调整防控措施不是放松防
控，更不是放开、“躺平”，而是适应疫情
防控新形势和新冠病毒变异的新特点，
坚持既定的防控策略和方针，进一步提
升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

这些调整，是基于多地疫情防控实
践的经验总结和相关评估数据作出
的。近三年来，我国根据全球疫情形势
和病毒变异情况，结合我国疫情防控实
践经验，因时因势优化调整防控措施。
每一次调整优化，都经过反复研判、科
学论证，确保积极稳妥、风险可控。

二十条优化措施是稳中求进、走小
步不停步、符合我国国情、更加科学精准
的举措。这些调整要求更规范、更快速
地开展防控，把该管住的重点风险管住、
该落实的落实到位、该取消的坚决取消，
充分利用资源，提高防控效率。

答：二十条优化措施将风险区由“高、
中、低”三类调整为“高、低”两类，在科学
精准管控风险区域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
少管控范围和人员。

根据第九版防控方案的实践应用以
及今年7、8月份的评估，中风险区的阳性
检出率约为3/10万，风险极低。为尽可
能减少管控区域和人员，取消了中风险区
的划定。

根据二十条优化措施，原则上将感染
者居住地以及活动频繁且疫情传播风险
较高的工作地和活动地等区域划定为高
风险区，高风险区一般以单元、楼栋为单
位划定，不得随意扩大；高风险区所在县
（市、区、旗）的其他地区划定为低风险
区。高风险区连续5天未发现新增感染
者，降为低风险区。符合解封条件的高风
险区要及时解封。

答：密接是密切接触者的简称，一般指
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症状出现前2天开始，
或无症状感染者标本采样前2天开始，与其
有近距离接触但未采取有效防护的人员。
第九版防控方案共列举了9种密接人员类
型，包括共同居住人员等。

二十条优化措施中明确，对密切接触
者，将“7天集中隔离+3天居家健康监测”管
理措施调整为“5天集中隔离+3天居家隔
离”，期间赋码管理、不得外出。同时要求，
及时准确判定密切接触者，不再判定密接的
密接。时空伴随人员是涉疫场所的暴露人
员。根据第九版防控方案，对于这类人员要
求在流调以后进行“三天两检”，及时排查。

不论是哪种管控方式，管控时间都是以人员
末次暴露的时间开始计算。对于管控的时间，起
始时间应该以判定为末次暴露的时间为准，而
不应该以追踪到这个密接的时间开始算起。

二十条优化措施发布以来，各地
迅速贯彻落实，细化执行方案。如何
不折不扣、科学精准落实二十条优化
措施，进一步提高疫情防控的科学性、
精准性、有效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17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就相关焦点
问题回应社会关切。

防止“一封了之”“一放
了之”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
说，要坚决反对两种倾向，既要持续整
治“层层加码”，防止“一封了之”，又要
反对不负责任的态度，防止“一放了
之”，保障好二十条优化措施不折不扣
落地落实，保障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

国家疾控局副局长沈洪兵说，要
落实好“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
展要安全”的要求，做到既要防住疫
情，又尽可能减少对经济社会发展和

民生服务保障的影响。
二十条优化措施发布以来，各地

结合自身实际，在隔离转运、核酸检
测、人员流动、医疗服务等方面采取更
为精准的措施。一些地方也在及时纠
正与第九版防控方案和二十条优化措
施不相符的做法，进一步提高疫情防
控的科学性、精准性、有效性。

与此同时，各地整治“层层加码”
问题专班发挥主导作用，指导各方面
及时纠正违反“九不准”要求等突出问
题，及时纠正不作为、乱作为行为，及
时纠正“一封了之”“扩大赋码”等简单
粗暴做法，有效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正
常生产生活秩序。

进一步提升疫情防控
科学性、精准性

“二十条优化措施，是对第九版防
控方案的补充和完善，不是放松，更不
是放开和‘躺平’，而是为了进一步提

升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沈洪兵说。
不再判定密接的密接；将风险区

由“高、中、低”三类调整为“高、低”两
类，高风险区一般以单元、楼栋为单位
划定；纠正“一天两检”“一天三检”等
不科学做法；对密切接触者和入境人
员，将“7天集中隔离+3天居家健康监
测”管理措施调整为“5天集中隔离+3
天居家隔离”……

“这样的优化调整，对各地疫情处
置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要求我们
的流调、风险研判更加精准高效，该管
住的风险要管住，该落实的措施要落
实到位，该取消的要坚决取消。”中国
疾控中心研究员王丽萍说。

加强医疗资源建设是二十条优化
措施的重要内容。“我们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和应对病毒的变异，不能打无准
备之仗，因此要加强医疗服务能力建
设和救治资源准备。”国家卫生健康委
医疗应急司司长郭燕红说。

郭燕红说，要持续加强定点医院
建设，满足对普通型、重症、危重症等
患者的救治需求；加强方舱医院建设，
主要收治无症状感染者、轻症感染者；
加强发热门诊建设，并严格执行首诊
负责制，真正实现早发现、早报告、早
隔离、早治疗。

有效控制疫情跨地区
传播扩散风险

近期，部分省份在返回人员中陆续
发现感染者。面对人员跨省流动，如何
有效控制疫情跨地区传播扩散风险？

沈洪兵说，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
合组明确要求，当前疫情尚未得到有效
控制的地区，要切实承担起防范疫情扩
散的首要责任。当前没有疫情但溢入
风险较高的地区，要进一步完善疫情跨
地区传播防控工作方案，关口前移，面
向流入人员提供“落地检”服务。

“疫情发生地滞留人员较多时，要

专门制定疏解方案。”沈洪兵说，目的
地要增强大局意识，不得拒绝接收滞
留返回人员，并按照要求落实好返回
人员的防控措施，既要避免疫情扩散，
也不得加码管控。

与此同时，我国优化了文化和旅
游行业疫情防控措施。文化和旅游部
15日印发通知，要求跨省旅游经营活
动不再与风险区实施联动管理；跨省
游客需凭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乘坐跨省交通工具，并对跨省流动
人员开展“落地检”等。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
李晓勇说，跨省旅游经营活动不再与
风险区实施联动管理，有利于整治个
别地区“一刀切”“层层加码”、随意限
制跨省旅游经营活动等问题，调整跨
省旅游管理政策也有利于遭受疫情影
响的旅游行业恢复发展。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记者
张泉 田晓航 顾天成）

不折不扣、科学精准落实二十条优化措施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回应焦点问题

德国启动开发
新一代高速列车

新华社柏林11月16日电（记者杜哲宇）德
国铁路公司日前宣布，已委托阿尔斯通运输公司
德国分公司和西门子交通集团进行新一代列车的
概念开发，其最高时速可达至少300公里，后续招
标将向更多制造商开放。

据介绍，德国铁路公司计划从2030年起投入
使用新列车，取代原有ICE 3列车。按计划，新
列车为拥有大约950个座位的单层列车，最大长
度400米，最高时速至少300公里。新列车将提
高乘客舒适度，还将在能源效率等方面有新标准。

阿尔斯通运输公司德国分公司和西门子交通集
团将分别提交草案。概念开发完成后，德国铁路公司
预计于2023年下半年进行下一步招标，内容包括新
列车的开发、建造等，新招标将向更多制造商开放。

日本10月贸易逆差
创历史同期新高

新华社东京11月17日电（记者钟雅）日本财
务省17日公布的统计结果显示，由于液化天然气等
进口能源价格高企及日元贬值，日本连续15个月出
现贸易逆差，10月贸易逆差达2.16万亿日元（1美元
约合140日元），创有可比统计以来同期新高。

数据显示，10月煤炭、液化天然气、原油等进
口额显著增长，拉动日本进口额同比增加53.5%
至11.16万亿日元，连续8个月保持增长。

当月，日本出口额同比增长25.3%至9万亿
日元，其中汽车、半导体制造设备、矿物燃料等领
域增长最为突出。

从国家和地区来看，当月日本对中国出口额
为1.72万亿日元，对美国和欧盟出口额分别为
1.78万亿日元和8600亿日元。

英国国家统计局1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英国
10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11.1%，涨
幅再创40年来新高。

图为11月16日在英国伦敦拍摄的一家打折
的店铺。 新华社/美联

英国10月CPI同比涨幅
再创40年来新高

进一步提升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
——二十条优化措施热点问答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