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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学秀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证
号：462222010175，声明作废。

●海南蜀安建筑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塔式起重机备案证，编号为：琼

A（ML）-T-Ⅲ-0017原件遗失，

声明作废。

●海南臻业工程技术与设计服务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MA5TPAGT5U）遗 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天津欧亚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

司东方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60108MAA927HW31）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口市养天和大药房龙霞店（个

人独资）遗失药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证号：琼CB0121116，声明作废。

●文昌市文城镇南联村民委员会

不慎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1808302，特 此 声 明 作

废。
典 当

遗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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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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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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兰区白龙南路75号美舍滨河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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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英区海玻路第一砖厂宿舍5栋104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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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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出 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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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售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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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热线：66810888

催款公告
目前我司正开展历史债权债务清理工作，截至2022年11

月17日，下列债务人尚未支付应付款项：
1.海南德佳医药有限公司尚欠我司2017年9月至2019年

3月的仓储服务费27267元；
2.海南德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立公司）尚欠我

司2019年2月至2020年11月的仓储服务费28198元仍未缴清
且存放于我司共享仓库中的413件过期药品仍未处理。

请以上债务人于公告见报后7日内向我司核对欠款事项并
履行付款义务，并请德立公司及时处理过期药品，否则将由我司
代为处理，所产生的处理费用由德立公司承担。

联系人：曾令新 联系电话：13337668898 我司地址：
海口市海垦路119号医药物流仓库509。特此公告！

海南三叶医药物流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9日

二十条优化措施发布以来，各
地整治“层层加码”问题专班发挥主
导作用，指导各方面进一步提升疫
情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纠正与第
九版防控方案、二十条优化措施不
相符的做法。

从疫情发生地返回是否需要隔
离？如果遇到滞留怎么办？围绕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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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一：有网友问从疫情高风险
区、低风险区返回居住地，是否还需
要隔离？具体隔离措施有什么区别？

答：高风险区外溢人员指的是

在判定高风险区域前离开风险区的
人员。根据试点评估结果，高风险
区外溢人员的风险较低，因此二十
条优化措施将管控措施进行相应调
整，将高风险区外溢人员“7天集中
隔离”调整为“7天居家隔离”，期间
赋码管理，不得外出。

假如A地划定了高风险区，对
于高风险区内的人员要实施封控管
理，对于A地划高风险区之前流入
到B地的风险人员，在B地追踪到以
后要对这些人员进行7天居家隔离
管控。根据第九版防控方案，管控
周期从离开A地的时间算起。如果

B地在排查时已经超过这个管控周
期，原则上无需再进行隔离管控。

根据第九版防控方案，从疫情
低风险区回来，流入地对有低风险
地区7天旅居史的人员，3天内完成
两次核酸检测（三天两检），并做好
健康监测。

问题二：如何防止对返回人员
加码管控？如何统筹滞留人员疏解
和有效防止疫情扩散？

答：二十条优化措施中，要求各
地分类有序做好滞留人员的疏解。
疫情发生地滞留人员较多时，要专
门制定疏解方案，加强与目的地信

息沟通和协作配合，在有效防止疫
情扩散的前提下稳妥安排。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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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对
防范跨地区疫情扩散提出明确要
求：一是针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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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精准划
定风险区域，尽快排查管控风险人
员和风险点位，对非隔离非管控人
员在离开出发地前，要严格落实查

验健康码和核酸检测信息措施，防
止非法运营车辆跨省载客运营等行
为。同时，加强与目的地的信息沟
通与协作配合，及时推送溢出的风
险人员信息。

二是针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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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疫情所在县区返回人员要
主动向当地报备，社区要主动开展
摸排登记，严格落实3天两次核酸检
测措施（间隔24小时以上）。

（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必要措施不放松
——二十条优化措施热点问答之三

期盼已久的卡塔尔世界杯，终于要来啦！
多哈时间20日傍晚，首次在北半球冬季举行

的这场国际足球盛事将正式拉开帷幕。东道主卡
塔尔队坐镇可容纳6万人的海湾球场，迎来其在
A组的首个对手——南美劲旅厄瓜多尔。

这场比赛虽说并非“豪强”对垒，但由东道主
参加揭幕战的惯例已经行之有年。自2002年韩
日世界杯揭幕战上卫冕冠军法国队爆冷0：1不敌
塞内加尔队，此后的世界杯揭幕战都有东道主身
影。除了南非队在2010年首战1：1逼平墨西哥
队，其他三届都以东道主取得“开门红”而收场。

现在，压力来到了卡塔尔队身上。
曾被认为是“史上最弱东道主”的卡塔尔

男足，近年来取得的进步有目共睹，不仅世界
排名从2017年的第102位攀升至目前的第50
位，还在 2019 年首次斩获亚洲杯冠军。为备
战世界杯，卡塔尔队已多次赴美洲参加洲际赛
事锻炼队伍，其引以为傲的阿斯拜尔足球学院
也不断涌现出才俊。

若想避免复制南非队作为东道主却小组赛出
局的尴尬，卡塔尔队首战必须抢下胜利，可对手又
何尝不想一品小组出线的滋味。从竞争激烈的南
美区预选赛突围，厄瓜多尔队并不乏“星味”，堪称

“实力派”。效力于欧洲俱乐部的中后场悍将凯塞
多、埃斯图皮尼安已崭露头角，33岁的队长瓦伦
西亚也尚可一战。合理的年龄结构、充沛的体能
和硬朗的打法，让厄瓜多尔队不容小觑。

历史上，双方曾三次在非正式比赛中碰面，最
近一场是2018年的友谊赛上卡塔尔以4：3胜出。

展望揭幕战，两队伤员基本回归，可谓阵容齐
整。卡塔尔队在近两个月的友谊赛中三战美洲球
队，取得两胜一平的成绩，坐镇海湾球场的“不败
金身”更为他们增添了拿下比赛的信心；厄瓜多尔
队上周也选择了与伊拉克队热身，在大部分旅欧
球员缺阵的情况下与对手握手言和。

而在扣人心弦的揭幕战开踢之前，照例会举
行一场开幕仪式。尽管不像奥运会的开幕式那般
庄重且盛大，但往届世界杯开幕式还是留下了《意
大利之夏》等经典作品或场景。

本次开幕式预计时长为30分钟，除了有卡塔
尔本土艺人带来充满海湾风情的表演，还将邀请
到五大洲知名歌手现场演唱本届世界杯的官方主
题曲与多支推广歌曲。开幕式创意总监马·巴利
奇已于日前放出豪言，将打造一场“史无前例的、
比肩奥运会的世界杯开幕式”。

旌旗猎猎、鼓角催征，世界杯揭幕战从来都不
仅仅是两支球队的交锋，而是参赛群雄乃至全球
观众的目光聚焦处。经此一役，未来近一个月的
足球盛宴好戏连台。对于梦想着上演“东道主黑
马奇迹”的卡塔尔队来说，此刻的心情恰如阿拉伯
著名“游侠诗人”尚法拉所吟唱过的诗句：“三者伴
我足矣——雄心、利刃、弯弓。”

对于其他参赛队而言，同样如此。
（据新华社多哈11月19日电 记者郑昕 张泽伟）

抓好高效统筹
巩固经济恢复基础

近日，济南轨道交通6号线西部
标段进入盾构施工阶段。通车后，
这条线路将串联多个大型客流集散
点和重点发展区域，成为加速城区
生产要素流动的“黄金线”。

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是扩大
国内需求、稳住经济大盘的重要支
撑。今年前10个月，我国新开工项目
计划总投资同比增长23.1%，投资项
目（不含房地产开发投资）到位资金增
长22%。

“我们将充分发挥推进有效投
资重要项目协调机制作用，进一步
加快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资金投
放使用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积极
扩大有效投资。”国家发展改革委新
闻发言人孟玮说。

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
环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着力
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
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
的关键作用。

四季度是传统消费旺季，各地
政策持续加力，促进消费加速恢
复——浙江绍兴发布促进新能源
汽车消费的若干政策，在购置补
贴、人才购车优惠等方面加大支
持力度；宁夏银川启动“夜经济消
费券”政府惠民补贴活动；广东鼓
励家电“以旧换新”活动持续至11

月底……
稳住1.6亿多户市场主体，是稳

住经济基本盘的关键。
“不久前，我们又收到了一笔缓

税‘红包’，达163万元，为公司增添
了稳产能拓市场的底气。”安徽铜陵
正豪科技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纪沿
海说。

截至11月10日，全国新增减税
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3.7万亿元；
福建厦门明确阶段性降低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费率等帮扶措施；陕西从
减轻市场主体经营负担等方面出台
50 项举措，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

“我们将持续抓好增值税留抵
退税政策落实，进一步巩固健全留
抵退税工作机制，助力宏观经济大
盘回稳向上。”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
师蔡自力说。

夯实安全之基
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近日，东北三省陆续宣布今年
粮食作物秋收工作基本结束，中国
重要粮食产区迎来丰收。

“今年合作社种植了两万多亩
大豆，平均亩产在400斤以上，是产
量最高的一年。”黑龙江省双鸭山市
集贤县永胜农机合作社理事长刘明
坤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抓好粮食生产，是经济社会稳
定发展的重要基础。“今年各方面加

大粮食生产保供力度，早稻和夏粮
合计增产31亿斤。秋粮目前已收获
超过九成，全年粮食产量有望保持
在1.3万亿斤以上。”国家统计局新
闻发言人付凌晖说。

眼下全国多地进入供暖季，做
好冬季能源保供，关乎百姓温暖过
冬和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进入 11 月中旬，长庆油田全
员进入保供“应战状态”。“五大气
田日产天然气产量攀升到1.4亿立
方米以上高点运行，全力保障京津
冀和陕甘宁蒙等地民生用气。”长
庆油田气田开发事业部副经理李
莲明说。

孟玮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
会同各有关方面加强统筹协调，突
出抓好民生用气保供稳价，同时支
持上游供气企业加大增储上产力
度，保障整个供暖季特别是高峰保
供需要。

下半年以来，多项重大能源工
程喜报频传，不断夯实我国能源安
全保障基础——

西气东输四线工程开工建设，
进一步完善西北能源战略通道；中
国海油勘探发现我国首个深水深层
大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超500亿立
方米；西南地区首个特高压交流工
程——国家电网川渝1000千伏特
高压交流工程开工，建成后每年可
输送清洁电能超过 350 亿千瓦时
……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对工

业经济平稳运行至关重要。
能装入口袋携带的显示模组、

能自由折叠弯曲的柔性显示屏……
在合肥维信诺科技有限公司产品展
厅，各类新型显示产品让人目不暇
接。“我们打通大中小企业的创新
链、产业链、供应链，共同攻克技术
难题，帮助中小企业降本增效、提升
竞争力。”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德强说。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着力提
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连日来，一系列政策措施不断加
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保障——加强
监测调度和供需对接，稳定大宗商
品、关键零部件价格；通过产业链供
应链上下游协同，助中小企业实现

“链式”转型；以有效投资加快产业链
强基础、补短板……

各地各部门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聚焦粮食保丰、能源保供、稳产
保链等方面，想办法、出实招，以新
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培育壮大新动能
推动高质量发展开新局

翻译耳机、超薄透明全息屏、频
谱光波治疗房……走进正在深圳举
行的第二十四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
成果交易会现场，浓浓的科技感扑
面而来。本届高交会吸引41个国家
和地区的超5600家展商参展，新一
代信息通信、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及

成果集中亮相。
打开中国经济最新“成绩单”，

“高”“新”特点凸显——
10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10.6%，比上月加快1.3个
百分点；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16.6%；新能源汽车、
充电桩、光伏电池产品产量同比分
别增长84.8%、81.4%和69.9%……

“我国产业升级步伐加快，产业
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
型，对经济的带动增强，创新引领作
用持续显现。”付凌晖说。

累计意向成交735.2亿美元，比
上届增长3.9%——11月10日，第五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圆满收官。

“各国优质商品和服务通过进
博会平台源源不断进入中国市场，
将有力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高水
平联通，成为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的生动实践。”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
副局长孙成海说。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坚
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
持高水平对外开放。”

锚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一系
列重要措施接连出台——《促进个
体工商户发展条例》11月起实施；
《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发布；多部
门宣布在全国增设29个国家进口贸
易促进创新示范区；新版鼓励外商
投资产业目录发布，进一步扩大鼓
励外商投资范围……

重庆团结村中心站，铁轨交错，
班列轰鸣，一列列西部陆海新通道
班列驶出站台，经广西、云南等沿
海、沿边口岸，通达东盟等区域的国
家和地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
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将从深度融入
共建‘一带一路’、探索体制规则创新、
优化物流运营组织模式等方面入手，
大力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走深走
实。”重庆市政府口岸和物流办公室主
任巴川江说。

“经济大省等重点地区经济正
在加快回稳发展。”孟玮说，随着稳
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加快落
地见效，以及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
具、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和财
政贴息、扩大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投
放等一系列举措将在四季度集中显
效，工业增长动力、投资信心将继续
增强。展望全年，经济增速有望进
一步加快，回稳向好基础将不断得
到巩固。

（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记
者王雨萧 申铖 魏玉坤）

卡塔尔世界杯今晚开幕
揭幕战引人期待

国家统计局日
前公布的10月份国
民经济数据显示，随
着高效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国民经济延续恢复
态势。当前，各地加
快落实稳经济各项
政策举措，巩固“稳”
的基础，蓄积“进”的
动能，乘势而上拓展
经济进一步回稳向
上空间。

巩固“稳”的基础 蓄积“进”的动能
——国民经济延续恢复态势观察

朝鲜试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
新华社首尔11月19日电 据朝中社19日报

道，朝鲜18日试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现场指导试射活动。

报道说，“火星炮-17”型新型洲际弹道导弹
在平壤国际机场发射，飞行距离达999.2公里，
飞行时间4135秒，最后准确落在朝鲜东部公海
预定水域。

金正恩说，此次试射活动再次确认，朝鲜核武
装力量能够遏制任何核威胁。他表示，近期美国
等势力在朝鲜周边的军事威胁更加迫切要求朝方

“实质性加快升级压倒性的核遏制力”。
金正恩警告说，敌对势力若频繁引进核打击

手段，继续向朝方施加威胁，朝方会“毅然决然地
以核制核、以正面对抗回答美国的正面对抗”。

韩美实施联合空中演习
新华社首尔11月19日电（记者陆睿 孙一

然）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日表示，韩美两国空军
当天实施联合空中演习，同时美国空军B-1B战
略轰炸机也于当天进入朝鲜半岛。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对媒体表示，在联合
空中演习中，韩美空军出动F-35A和F-16战斗
机护卫进入韩国防空识别区的美国B-1B战略轰
炸机，实施联合编队飞行。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韩美将紧密合作，持
续提高应对威胁的联合作战能力。

日前，哈电集团哈尔滨电机厂工人在智能示范车间观察机械臂作业。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