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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疫情防控

许敏超于2020年9月30日不慎遗
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31010320020
8234011，本人已申领新证，此证已
失效。特此声明。
曹珍珍遗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展业
证，身份证号码3412241986070605
69。执业证编码02000131000080
002017270980，声明作废。
蔡亦枫身份证遗失，证号：3101041
98209130018，自见报之日起不承
担被人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责
任，特此声明。
陈鹏超于2020年10月1日不慎遗
失身份证件，证号：3307**********
3537现声明作废。
经营者罗海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码92310115MA1LA
U40XK，正本编号：1500162019032
60131，副本编号：15001620190326
0132，名称：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镇
蓉洋服装店，声明作废。
许乐遗失第二代身份证, 号码:
342622199709025263,声明作废。
吴颖波身份证遗失，证号：342425199
201260133，自见报之日起不承担
被人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张淑毅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320602197901220038，声明作废。
耿稼奇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342626199110160177,声明作废。
李超群失第二代身份证, 号码:
310229198606270041,声明作废。

上海市松江区蒋琴芳口腔诊所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苗刚，遗失齐齐哈尔大学英语教育
专业毕业证书，毕业证书证号
9832007，声明作废。
李志峰于2020年10月06日不慎遗
失身份证件，证号：3102291994122
20411现声明作废。
上海猎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230MA1JYDC11T，证照编号：
30000000201706121058，声明作废。
上海快唯实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67
8114740X2，已经遗失，声明作废！
上海汉尔斯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更名前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
章、原法人章（何平），声明作废！
经营者孙书芹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10120MA1L
KRFW8C，正本编号：260016201707
190037，名称：上海市奉贤区泳轩小
吃店，声明作废。
上海更日敦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上海沪上锦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黄
浦分店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310101MA1FPG9T7Q，
正本编号：0100000020191029002
1，副本编号：01000000201910290
020，声明作废。
葛颖不慎遗失长海医院发票，
200204811560-200204811563、20
0203124873特此申明作废。
上海献融餐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章一枚，声明作废。

经营者秦德华不慎遗失上海市南市
区工商行政管理局1993年1月1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为
020514字50057号，现声明作废。
经营者蒋文扣不慎遗失上海市奉贤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9年08月3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名称：上
海市奉贤区文扣小吃店，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310120MA1LL3MR1E，
编号：260016201908300028,现声
明注销。
上海市奉贤区文扣小吃店遗失上海市奉
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副本，核发日期：2019年11月11
日，社会信用代码：92310120MA1LL
3MR1E，声明注销。
宽城区金都生鲜超市公司遗失长春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宽城分局核
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核发日期：
2018 年 10月 16日，许可证编号：
JY12201030186969，声明作废。
上海歌蕾芬美容有限公司遗失南京
银行上海长宁支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2900122497704，声明作废。
张树鹏于2020年10月11日不慎遗
失身份证件，证号：2201021973022
24415现声明作废。
王晓婷于2020年10月11日不慎遗
失身份证件，证号：32068119911014
3843现声明作废。
上海天鹏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7MA1G142M2L，正 本 编
号：07000000202001030134，副本
编号：07000000202001030133，声
明作废。

科循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4MA1G
U0FJ8E，经股东会决议即日起注
销，特此公告。
上海润雨真空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47381
153304，经股东会决议即日起注销。
上海湛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于 2020 年
10 月 13 日（公告发布之日）起 20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上海汐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请债权人于2020年 10月
13日（公告发布之日）起20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上海冠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股东
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请债权人于2020年10月13
日（公告发布之日）起20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上海乾育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股东
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请债权人于2020年10月13
日（公告发布之日）起20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上海泊洲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股东
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请债权人于2020年10月13
日（公告发布之日）起20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经营者胡志强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证照编号：01000920180820001
4，现声明作废。

公告专栏

广告

我国12日凌晨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成功发射高分十三号卫星。这是西昌发
射场地面系统设备设施集中升级改造后
的首次发射，也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今
年新一轮高密度任务的首战。

“到明年3月底前，中心还将执行嫦
娥五号等10次航天发射任务，西昌发射
场平均半个月一发，最短间隔5天。中心
所属文昌发射场多个国家级重大工程相
继展开，两场并行，密度空前，发射能力
逼近极限。”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主任张学
宇说。

国庆中秋长假期间，塔勤分队平台

操作手尚猛和同事们一直奋战在岗位
上。他们仔细检查每个平台操作箱、每
段液压管路、每处机械部件的情况，为火
箭的成功发射保驾护航。

某上塔改造项目将联合操作时间由
原来的3-4天缩短至1天，加注间升降温
系统和氢燃氧排系统改造实现关键核心
部件国产化，UPS蓄电池在线监测系统建
设实现智能化无人化……面对航天发射
需求，西昌发射场大力强化质量控制管
理和科技创新，有力推进核心技术国产
自主可控，为后续高密度任务实施奠定
技术基础。 据新华社电

青岛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陈万胜说，
截至10月12日17时30分，青岛市已完
成对密切接触者、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
者、一般接触者1171人，医务人员、住院
病 人 及 陪 护 人 员 和 社 区 检 测 人 群
1037614 人的核酸检测采样，共计采样
1038785份，已出检测结果312977份，除
之前公布的9例核酸检测阳性结果外，其
他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未发现有新的
阳性感染者。

发布会介绍，青岛市将青岛市胸科医
院所在的楼山后社区定为中风险区域，其
他区域风险等级不变。

青岛市疫情防控专家组组长、青岛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张华强说，本次
疫情中的确诊病例不是在社区中发现，而
是在医院筛查中发现，并且病例已立即转
入定点医院隔离治疗。“鉴于目前社区传
播的风险较小、尚未发现社区确诊病例，

按照科学精准的原则，将青岛市胸科医院
所在的楼山后社区定为中风险区域，对区
域内的居民根据暴露风险给予隔离或健
康管理措施。青岛市的其他区域风险等
级不变。”他说。

根据青岛市全员核酸检测方案，3天
内实现对主城区的市南、市北、李沧、崂
山、城阳等5区检测全覆盖，5天内实现对
全市检测全覆盖，检测结果将及时发布。
青岛市卫健委12日凌晨通报，青岛市已
制定并启动全员核酸检测方案，社区检测
正加快推进，3天内对市南、市北、李沧、崂
山、城阳5区检测全覆盖，5天内对全市检
测全覆盖，检测结果将及时发布。

据了解，从11日夜间开始，青岛市主
城区部分小区居民陆续接到通知，接受核
酸检测。

记者12日上午在青岛五四广场附近
的一个检测点看到，现场用警戒线拉起了

一个通道，里面有两排人同时排队，队伍
大概200多米长，排队市民都戴着口罩。
一位中年男性市民告诉记者，昨晚就接到
通知了，来之后人太多，就又回去了，今早
再来接受检测。

记者在现场看到，现场有5名身穿防
护服的工作人员，其中2人在登记市民的
个人信息，另外3人在采集咽拭子。在现
场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只要持
身份证就可以来检测，以实际居住地为
准，不以户籍地划分。

在青岛市市南区隆德路弘信山庄小
区，居民11日晚在微信群接到通知，次日
接受核酸检测。12日早晨7点左右，小区
广场就排起了队伍。沿着绿荫走廊，居民
依次接受核酸检测。一名姓王的小区居
民说：“大概排了20多分钟就做完了。做
一下核酸检测挺好，对自己负责也对别人
负责。”

本报讯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文
件，连续14天内发生不超过10例确诊病
例，或 1 起聚集性疫情（指 14 天内在学
校、居民小区、工厂、自然村、医疗机构等
小范围内发现5例及以上病例），认定为疫
情中风险地区。近日，国内有地区出现多
例确诊病例。

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发布信息，本市加强对国内疫情中风险地
区来沪返沪人员健康管理，具体措施如下：

1.全面排查近14日内国内疫情中风
险地区来沪返沪人员，对排查到的有关人
员一律实施 14 天严格的社区健康管理
（自抵沪之日起计算）。9月30日零时至
10月6日24时抵沪的相关人员，免费实行
1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10月7日零时至
10月12日24时抵沪的相关人员，免费实
行2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2.10月13日零时起，国内疫情中风
险地区来沪返沪人员应在抵沪后的12小
时内向所在居村委和单位（或所住宾馆）
报告，并一律实施14天严格的社区健康
管理，免费实行2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3.学校等有关单位加强健康码查验，
对近14天内国内疫情中风险地区来沪返
沪的学生、职工等应加强健康监测，督促
其严格落实14天社区健康管理，并免费
实行2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4.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应加强预检分
诊，对所有就诊人员做好流行病学史主动
询问，对14天内国内疫情中风险地区来沪
返沪的就诊人员落实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上述措施自10月13日零时起执行。
同时，提醒广大市民及来沪人士，如近14
天内有国内疫情中风险地区旅居史，请注
意做好自身健康监测；如出现发热、干咳
等症状，及时佩戴医用口罩前往就近的发
热门诊就诊。

记者 12 日晚从青岛
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青岛市已
完成过百万人的核酸检测
采样，已出检测结果31万
余份，未发现有新的阳性
感染者。

青岛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疑似医院感染”不仅给青岛市带来
诸多挑战，也给入境城市疫情防控敲响了
警钟：青岛市卫健委12日通报，青岛在此
次疫情中已发现确诊病例6例、无症状感
染者 6 例，均与青岛市胸科医院高度关
联。

感染者韩某某9月9日因肺结核在青
岛市胸科医院住院治疗，10月4日出院。
因韩某某准备10月12日再次到青岛市
胸科医院住院治疗，于10月10日上午就
近到青岛市中心医院做核酸检测，结果为
阳性。

感染者江某某在医院从事陪护工作，
7月21日至9月29日在青岛市胸科医院

陪护住院患者。10月10日，其在青岛市
中心医院核酸检测呈阳性，10月11日在
青岛市疾控中心核酸复检呈阳性，结合实
验室检测结果和临床表现，专家组确定其
为无症状感染者。

青岛市胸科医院部分医护人员表示，
境外输入病例是在独立区域治疗，上述两
名感染者分别在不同楼层，不知为何会发
生感染。

此外，另一位感染者邵某某是一名出
租车司机，系江某某的丈夫。10月10日
上午，他出现轻微脑梗症状到青岛市中心
医院急诊科就诊，因需住院治疗进行核酸
检测，结果为阳性。

出租车司机邵某某的感染令不少市
民担心。虽然邵某某自述开车时一直戴
口罩，不与乘客交谈，但一些市民认为，近
期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一些人放
松了警惕，很多出租车司机不戴口罩，有
的戴了口罩却露着鼻子甚至嘴巴。此外，
青岛是旅游业发达的城市，外来流动人口
多，出租车司机每天接触乘客，乘客又基
本不记车号，排查难度大。

专家认为，当前青岛疫情防控的主要
难点是感染源和感染路径不明确、流行病
学调查难度大。目前，青岛市疾控部门正
在对感染源和感染路径进行调查。

据新华社电

青岛所有确诊病例
和无症状感染者均与医院高度关联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开启新一轮高密度任务

▶10月12日，市民在青岛市市
南区五四广场附近一检测点排队进
行免费核酸检测。

新华社 图

本市加强对国内
疫情中风险地区

来沪返沪人员健康管理

近期如无必要
不要前往青岛

在12日举行的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疾控中心
副主任庞星火表示，青岛市正在进行大规
模核酸筛查，近期如无十分必要，建议不
要前往青岛旅行及出差。

庞星火说，近14天内有青岛旅行史
的人员，须做好自身健康监测。此外，9
月 27 日以来去过青岛并乘坐过车牌号
为鲁 U·T4923 出租车的人员，请主动联
系所在社区或到医疗机构进行核酸检
测。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