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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司现需向社会公开、择优选定相关服务单位：1.2022年农村

公路养护工程项目设计服务单位；2.2022年农村公路养护工程项目

勘察服务单位。

请有意向的单位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携带法人授

权委托书、被委托人身份证原件以及业绩实力等相关材料到我司项

目部报名了解详情，以便我司开展遴选工作，确定拟邀请对象。截

至2022年12月7日17:30，停止报名，逾期不受理（若因疫情原因全

市实行静态管理，报名截止时间相应顺延）。

联系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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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元7楼海口美丽村庄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梁工 68617692

关于邀请参与2022年农村公路养护
工程项目勘察、设计服务的公告 我局于2022年10月31日刊登在《海南日报》A11版，位于万

宁市槟榔城产业园区内地段地块编号为万让2017-24-2（F）号地
块《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因疫情防控
管理要求，于2022年11月30日在《海南日报》A09版刊《万宁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中止公告》。现
已解除疫情防控管理，经报万宁市人民政府批准，我局决定自2022
年12月5日起恢复编号为让2017-24-2（F）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活动，现将恢复事宜公告如下：

1.报名时间顺延至2022年12月7日17:00止（以竞买保证金实
际到账为准），我局将在2022年12月7日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2.挂牌截止时间顺延至2022年12月9日16:00。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视同通知竞买申请人。

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2月5日

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恢复公告 公告

就海口市金沙湾片区XY0103017地块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事宜，我局于2022年11月

1日在《海南日报》刊登网挂〔2022〕066号挂牌出让

公告，现因故中止该地块挂牌出让活动，恢复时间

另行通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2月5日

一列满载水果的列车日前驶离
老挝磨丁口岸，穿过中老铁路友谊隧
道，进入中国磨憨铁路口岸。中老铁
路开通后，磨憨铁路口岸综合性指定
监管场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两国货
物实现一站通关，铁路服务能力进一
步增强。老挝段8个货运站全部投
入使用，单月货运量屡创新高。

发送旅客850万人次，运输货物
1120万吨，跨境货物运输覆盖10余
个国家和地区……这是中老铁路交
出的“成绩单”。一年来，这条跨越山
河、连接中国和老挝的黄金线路，人
畅其行、货畅其流，沿线经贸合作更
密切，成为加速地区互联互通、推动
共同发展的“钢铁丝路”。

情满大通道

中老铁路北起昆明，南到老挝首
都万象，设计时速 160 公里，全长
1000多公里。列车奔驰不息，已融入
铁路沿线中老两国民众的日常生活。

“有了火车后到哪里都很舒服、
很方便！”32岁的老挝琅勃拉邦居民
京乔告诉记者，她上月底带孩子到
万象看病，检查完就能返回，“以前
到万象要从早坐到晚，现在两个小
时就到了”。

截至12月2日，中老铁路累计
发送旅客850万人次。其中，中国段
单日最高开行65列、发送旅客5万
人次；老挝段单日最高开行10列、发
送旅客近8200人次。广大旅客搭乘
快车跨越山河，不仅感受到“舒适”，
还感受到“精准”。这离不开铁路职
工为保证安全、准点运行的坚守。

23岁的老挝人维拉赛在万象火
车站工作，从中国师傅那里学到了严
谨与细致，也对中老铁路发车时间的
精准度印象深刻。“列车必须准点发
车，从万象到万荣、再到琅勃拉邦，每
一项都提前制定了详细计划。”他说。

元江大峡谷，一座红色大桥飞跨
两岸。元江双线特大桥是中老铁路
的控制性工程，大桥桥墩最高154
米，相当于50多层楼的高度。为确
保旅客平安出行，中国铁路昆明局普
洱基础设施段有一群“诊疗师”，每月
至少两次在高空检修大桥。

铁路部门充分运用卫星地图、无

人机等科技手段，使用中国自主生产
的捣固机、精调机等设备，加强线路
巡查、隐患整治和设备养护，保障了
中老铁路运输安全稳定。

“中老铁路列车平顺性和舒适性非
常好。”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王耕捷说，“坚持最精
细的养护模式，用心用情运营好这条国
际大通道，打造跨国运营标杆。”

黄金连接线

以基础设施“硬联通”为基础、以
规则标准“软联通”为支撑、以两国人
民“心联通”为愿景，中老铁路供给体
系对市场需求的适配性不断提升，推
动构建跨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
这条黄金线路，成为加速中老两国沿
线地区发展的快车道。

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关累镇傣族
村寨城子村毗邻中老铁路。“村民抓
住铁路带来的机遇，将自家小院打造
成农家乐，吸引游客过来。”城子村村
民小组小组长岩罕捧说，铁路是村子
发展的底气。

中老铁路开通运营，结束了云南
普洱、西双版纳不通铁路的历史。像
城子村一样，中老铁路沿线一批名不
见经传的小村落，陆续出现在“旅游
目的地”清单上。

一年来，中老铁路老挝段办理客
运业务的车站增至10个，新购置“澜
沧号”动车组和普速旅客列车，实现
动车组与普速列车共线运行，满足了
老挝民众求学、探亲、就医、旅游、商
贸等各方面需求，促进列车游客数量
大幅增长，中老铁路甚至成为邻国游
客的“打卡”目标。

老挝新闻文化旅游部数据显示，
中老铁路开通运营后，从万象至琅勃
拉邦的旅客运送量最高日达2700余
人次，旅游人群普遍热衷于铁路出
行。2022年前10个月，33.6万游客
中，85.27%选择乘坐火车从万象前
往琅勃拉邦。

“现在去哪个城市都方便，节省
很多时间。老挝旅游业的发展有目
共睹。”维拉赛说，“从周边国家来旅
游的人很多，特别是泰国，让老挝城
市的经济都好起来了。”

“中老铁路投入使用后，泰国人
很喜欢来体验，还想将来坐中老铁路
去中国旅游！”经常带本国游客跑琅
勃拉邦旅游线路的泰国导游探雅叻
告诉记者。

中老铁路在中国和东盟间构建
起一条便捷物流通道，为沿线发展按
下“加速键”。中国国内25个省区市
开行跨境货运列车，货物品类由10
余种扩至1200余种，货物种类不断

丰富，折射出中国与老、泰等周边国
家的合作不断深化。

负责老挝段运营的老中铁路有
限公司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10月，
连接中老两国铁路的老挝磨丁口岸
出口贸易额已达 10.24 亿美元，是
2021年全年的1.8倍。一年来，中老
铁路发送跨境货物超190万吨，货运
量一直呈上升趋势。

激活沿线旅游经济，推动资源开
发流动，促进产业扩能升级……中老
铁路给两国沿线城市带来实打实的
发展契机。

“中老铁路是融入和服务‘一带
一路’建设、推进与周边国家互联互
通的重要基础设施。”西双版纳州州
委书记朱家伟说，西双版纳正积极抢
抓中老铁路开通的历史机遇，着力构
建以中老铁路为轴的立体化开发新
格局。

“开通运营以来，中老铁路实现
客货运输量质齐升，切实打造了黄金
线路，造福了两国民众，成为深受欢
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
台。”王耕捷说。

“中老铁路的客货两旺局面，正
对东南亚国家产生影响。周边国家
会推动中老铁路不断向南修，中泰铁
路也会加速推进。”老中铁路有限公
司运营总监杜志刚告诉记者。

友谊新丝路

31岁的老挝青年闻鹏宇目前正
在云南大学读博士。去年 12 月 3
日，他登上从昆明出发的中老铁路首
发列车，见证了通车。“在中国的留学
经历是就业的‘加分项’。”闻鹏宇说，
希望毕业后能依托中老铁路，从事跨
境贸易相关工作。

今年7月，闻鹏宇的妹妹万丽莎
第一次乘坐中老铁路列车，她在社交
媒体上写道：车内环境整洁、乘务员
服务周到、出行方便快捷。

“中老铁路让我和许多中国朋友
相聚，我们分享中国菜和老挝菜，一
起度过了中国春节和老挝宋干节。”
万象站老挝籍客运值班员陈诗雨说，
朝夕相处让万象站的老中两国铁路
工作者成为相互扶持的好伙伴。

运营方积极搭建境外人才培养平
台，编制出版汉老双语培训教材，开展
中文语言教学、一对一业务培训、师带
徒实作演练，全面提升老挝籍员工的
岗位技术水平，目前已有590名老挝
籍员工上岗作业……这些共赢实践，
擦亮了以“丝路通途、美美与共”为主
题的中老铁路文化品牌，在这条新丝
路上不断谱写友谊的故事。

老挝姑娘希达在老中铁路有限公
司从事机车维修工作。她说：“希望自
己多学知识、提高能力，在老师回国之
前把学的东西在实践中用起来。”

“铁轨的‘硬联通’密切了中老两
国人民的‘心联通’。”云南省社科院
东南亚研究所所长马勇说，两国地缘
相近，民心相亲，中老铁路堪称友谊
新丝路。

“老中铁路只是起点，不是终
点。这条钢铁巨龙承载了两国人民
的友谊、希望和梦想，周而复始，生生
不息。”老挝国家主席通伦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说。

发展路、幸福路、友谊路……中
老铁路为两国人民带来巨大福祉，也
为共建“一带一路”和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示范。在新的征
程上，中国正携手各国推动地区互联
互通和协调发展，迈向共同繁荣的美
好未来。

（新华社昆明/万象12月3日电
记者王长山 丁怡全 章建华）

打造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黄金线路
——中老铁路实现客货运输量质齐升

一辆“复兴号”列车行驶在中老铁路昆明市晋宁区内。 新华社发

冬季流感等呼吸道疾病高发，疫
情下孕产妇、儿童等特殊人群该如何
做好健康防护？有孩子的家庭是否
需要多储备一些药品？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组织权威专家——北京大
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王荃
作出专业解答。

1.孕产妇与普通人群相
比 是 否 更 易 感 染 新 冠 病
毒？该如何做好防护？

乔杰：从总体人群表现看，孕产妇
奥密克戎感染率和普通人群接近，出

现症状的表现类型也和普通人群接
近，如咽干、咳嗽、流鼻涕、浑身酸痛、
发烧等。总体而言，与普通人群相
比，感染没有给孕产妇的健康带来更
多影响。

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病的
孕产妇要加强自我保护。有妊娠计划
的女性最好在孕前接种新冠病毒疫
苗，增强自身免疫力。尽量调整好身
体状态再怀孕。

孕产妇需注意防护，做到以下关
键点：出门、在公共场所戴口罩，到医
院就诊时戴N95口罩，少去人员聚集
场所；居家或在办公室时经常通风，保
持空气流通；外出回来勤洗手。

2.如遇封闭隔离，孕产妇
无法按时就诊，该如何处理？

乔杰：孕产妇如遇封闭隔离无法按
时就诊，不要着急、焦虑，要和自己的助
产机构及时联系。就诊属常规体检的，
可以更改时间；如属紧急就诊，可与社
区及时沟通，通过特殊通道就诊。

3.正值呼吸道疾病高发
季节，孩子发烧、咳嗽，是否
需要去医院？

王荃：秋冬季是儿童呼吸道疾病

高发季节，发烧和咳嗽是儿童呼吸道
疾病常见症状。导致发烧、咳嗽症状
的病原体非常多，以流感病毒等病毒
为主，也包括某些细菌、肺炎支原体。

孩子生病后如果精神状态稳定，
家长做对症处理、观察病情即可。如
果连续发热超过三天、持续高热、频繁
咳嗽或呕吐，甚至出现包块、频繁腹
泻、脓血便、尿量减少、呼吸增快、呼吸
困难、意识障碍等情况，家长应带孩子
及时就医。

在医院期间，家长应做好自身和
孩子的健康防护，戴好口罩，做好手卫
生。回家后立即脱掉外套、鞋帽并认
真洗手。

4.有孩子的家庭眼下是
否应该多备一些药品？

王荃：家里备一些适合儿童服用
的退烧药等即可，不建议家里过多存
药。给孩子服药时应谨遵医嘱并认真
阅读药品说明书。为了确保安全，家
长不要只凭经验给药。

孩子居家时，要保持规律作息、充
足睡眠、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加强锻
炼，多吃水果和蔬菜。北方冬季天气
较干燥，家长要给孩子多喝水，加强亲
子沟通，保持心情愉悦。

（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孕产妇、儿童如何做好健康防护
——权威专家回应防疫热点

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东部塞梅鲁火山4日喷发，
印尼政府随即将该火山的警戒级别上调至最高级。

印尼国家抗灾署在一份声明里说，塞梅鲁火
山4日凌晨2时46分开始喷发。一些发布在社交
媒体上的视频显示，火山喷射出的火山灰直冲云
霄，笼罩周边多个村庄。

印尼政府部门4日宣布，把塞梅鲁火山的警
戒级别从第3级上调至该国四级火山警戒级别的
最高一级第4级。当地媒体以多名地方官员为消
息源报道，火山周边地区已着手疏散民众。

印尼政府提醒民众不要进入火山口周围8公里
区域，不要在火山灰飘散方向的13公里范围内开展
任何活动。截至当天晚些时候，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日本气象厅4日早些时候警告，塞梅鲁火山
喷发可能令日本遭遇海啸，但数小时后解除海啸
预警。

塞梅鲁火山海拔3676米，是爪哇岛最高的火
山和知名登山景区，也是印尼最活跃的火山之一，
近年已多次喷发。塞梅鲁火山去年12月4日也
开始一次剧烈喷发，持续多日，造成数十人死亡。

印尼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带，地震和火山活动
频繁，全国约有130座活火山。

杨舒怡（新华社专特稿）

在印度尼西亚卢马姜，塞梅鲁火山喷发
冒出白烟。 新华社/法新

我国显示面板
年产能达到2亿平方米

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记者张辛欣）记者
从工信部获悉，我国新型显示产业规模持续扩大，
显示面板年产能达到2亿平方米，有力支撑智能
手机、电视、显示器、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领域
应用。工信部副部长王江平表示，工信部将引导
重点区域合理布局，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推动
新型显示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跃进。

在近日于四川成都召开的2022世界显示产
业大会上，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
《中国新型显示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洞察》显示，
我国新型显示产业规模持续增长，2012 年至
2021年，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5.8%。从区域来
看，珠三角地区产能规模最大，中西部地区近年来
产线建设速度加快。天眼查数据显示，我国现有
新型显示相关企业1.9万余家。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刘文
强表示，显示无处不在的特征日益凸显，不断赋能
消费电子、数字文创、数字医疗等领域。我国已成
为全球显示产业重要的研发和生产基地，产业链
协同发展趋势明显。

新型显示产业是信息时代的终端基础和数字
经济的关键领域，是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产
业。王江平表示，工信部将把握新型显示产业发
展特点，深入落实产业规划，推动资源要素集聚和
整合，引导重点区域合理布局，坚持创新驱动发
展，加快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与
此同时，面向数字经济发展需求，提升显示技术赋
能经济发展的水平。

12月4日，西藏拉萨市林周县林草局工作人
员把一只半岁大的雪豹放归大自然。据了解，这
只雪豹刚出生便与母亲走散，被当地牧民发现后
送到林周县公益性野生动物保护员旦增塔杰家寄
养，小雪豹在这里得到精心照料，健康成长，具备
了野外生存的能力。

图为放归大自然的雪豹。
新华社记者 觉果 摄

雪豹放归大自然

印尼火山喷发
警戒级别“置顶”

新华社维也纳12月4日电（记
者刘昕宇）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
与非欧佩克产油国4日以视频方式举
行第34次部长级会议，决定维持第
33次部长级会议确定的减产目标。

今年10月5日的第33次部长级
会议决定，自今年11月起，在8月产
量的基础上将月度产量日均下调200

万桶，减产规模相当于全球日均石油
需求的2%。

欧佩克在4日部长级会议后发表
声明，强调10月会议作出的减产决定
完全是出于市场考虑。

由于市场担忧世界经济前景，主
要产油国大幅减产决定未能对国际原
油价格形成有效支撑。纽约原油期货

主力合约价格从今年6月的每桶超过
120美元跌至目前的每桶80美元左
右。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也呈现
相似走势。

2日，欧盟、七国集团和澳大利亚
宣布对俄罗斯海运出口原油设置每桶
60美元的价格上限，这给市场带来新
的不确定性。俄方表示，限制从俄进

口石油和对俄石油设置价格上限等提
议，只能导致油价像天然气价格一样
飙升。

据悉，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
第35次部长级会议将于2023年6月
4日举行。但主要产油国表示，将在
必要时临时召开部长级会议，以应对
原油市场变化。

2020年4月，因新冠疫情等因素
冲击石油需求，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
油国达成减产协议。自2021年5月
起，随着石油需求复苏，主要产油国开
始逐步增加石油产量。今年9月，主
要产油国时隔一年多首次宣布下调月
度产量，将今年10月的月度产量日均
下调10万桶。

主要产油国决定维持既定减产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