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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唐鑫华遗失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通州分公司展

业证，证号为00000532060000002019071133，作废。
南通市通州区天恒印刷有限公司遗失印刷许可证副

本 ，号 码 为 苏（2018）印 证 字 326070305 号 ，编 号 为
32070708，作废。

南通市通州区涌博纺织品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编
码为3206120032225，作废。

窦炎遗失南通市通州区通安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
司汽车培训费C1发票，发票号码为 09980305，发票金额为
2966元，开票日期为2016年7月8日，作废。

4 月 13 日 08:00- 13:30
10kV观海线 周圩村58361

4 月 13 日 07:30- 13:00
10kV育民线 余田村55451

4 月 14 日 08:00- 13:30
10kV叠石桥线 志南村 12203
台区、华融合生

4 月 15 日 08:00- 13:30
10kV锋园线 先锋镇区 58981

台片
4 月 16 日 07:30- 16:00

10kV五东线 路灯变
4 月 16 日 08:00- 13:30

10kV双浩线 双桥村 11883台
区

4 月 17 日 07:30- 13:00
10kV骑东线 无

停电公告

据民政部网站消息，近日，民政
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及时调整完善
疫情防控策略 有序恢复养老机构
服务秩序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
要因地制宜调整养老机构人员进出
管理措施，老年人或工作人员有“15
天内曾接触入境回国人员”等四种
情形之一的，禁止进入养老机构。

意见提出，及时调整完善疫情
防控策略，有序恢复养老服务秩序。
各省级民政部门要结合区域实际，
根据“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体防
控策略及区域联防联控部署，将应
急措施和常态化防控相结合，在严
格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及时制
定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有力有序
推动恢复养老机构服务秩序，积极
破解难点堵点，加强特殊困难老年
人关爱服务。

要明确拟恢复对外服务的养老
机构防控条件，在保证入住老年人

生命安全和健康前提下，优先安排
老年人返院、刚需老年人入住和工
作人员返岗复工。低风险地区要恢
复养老服务秩序，保障养老服务工
作正常开展，确保养老服务机构的
正常运营。加大对无症状感染者管
理工作力度，做好对返院、新入住老
年人以及复工人员核酸检测，对发
现的无症状感染者，要及时采取集
中隔离措施，配合卫生疾控部门开
展流行病学调查。

意见要求，因地制宜调整养老
机构人员进出管理措施。要坚守底
线，继续严防外部感染源输入。老年
人或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禁止进入养老机构：（1）15天内曾接
触入境回国人员；（2）与已确诊或疑
似病例有密切接触；（3）有发热、咳
嗽、流涕、腹泻等疑似症状。（4）属于
无症状感染者或无症状感染者的密
切接触者。确需到养老机构探视到

访的家属，应按照“限定时间（预约
等方式）、限定人数、限定路线、限定
区域（不进入生活区）”等要求进行。

低风险地区养老机构接收本区
域内老年人和工作人员的，可不再
要求 14天医学隔离观察，但要采取

“先预约，再入住”、加强健康和旅行
信息排查等管理措施。中高风险地
区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接收本区域
内老年人和工作人员的，应经 14天
医学隔离观察和相关医学检查正
常；点对点接收低风险地区老年人
和工作人员的，可不要求 14天医学
隔离观察。

意见指出，继续执行养老机构
内部防控要求。出入管理防控措施
由各省份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调整
外，养老机构内部防控仍按《养老机
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指南（第二版）》要求严格落实。要
积极做好在院老年人和工作人员精

神慰藉，鼓励开展适宜的户外活动，
继续提倡家属同老年人之间利用视
频、电话等方式进行心理关爱。

意见还要求，严格落实部门监
管责任和养老机构主体责任。各地
民政部门要充分认识到疫情防控工
作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在有序恢复
养老服务秩序的同时，仍要全面压
实养老机构疫情防控责任，坚决防
止因老年人返院入住、工作人员返
岗入职带来新的传播风险和隐患。

要总结前期经验，完善疫情应
急响应和处置预案，一旦出现疫情
立即启动应急处置程序，确保防控
措施落实到位。要按照“谁用工、谁
管理、谁负责”原则，加强对新进养
老机构工作人员的管理，让工作人
员知晓最新防控规定和要求。遇有
突发情况和重大事件及时向当地党
委和政府及上级民政部门报告。

（来源：中国新闻网）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
截至4月6日20时，清明节假期
全国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未发生
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和自然灾
害。与去年同期相比，接报生产
安全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
下降 80.2%和 67.7%，火灾起数
下降83%。与近5年同期均值相
比，受灾人数、农作物受灾面积
和直接经济损失分别减少
99.8%、49.2%和 72%，灾情总体
明显偏轻。

清明节假期期间，应急管
理部领导连续三天每日主持全
国视频会商，研判各类风险隐
患，召开中国地震局、国家煤
监局，各省（区、市）应急管
理厅（局）、消防救援和森林消
防总队视频会议，联线重点森
林火灾现场调度扑救进展，调派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直
升机增援，动态指导部署各地加
强森林防灭火、安全防范和应急
准备等工作。

据了解，应急管理部全力做
好清明节假期安全防范和应急
处置各项工作。狠抓风险防控，
结合近期森林火灾集中和清明
祭扫增多等特点，提前向北京、
河北、山西、四川、云南发布高森
林火险预警，密切关注南方强降
雨过程，狠抓各项风险防控措施
落实；加强督导检查，前期已派
出的4个部工作组继续在四川、
黑龙江、福建、湖北开展灭火、事

故处置调查、督导等工作。会同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向 9 个省
（区、市）派出 6个督查组，开展
全国野外火源专项治理行动，督
促各地强化清明祭扫用火管理；
强化监管服务，紧盯危化、矿山、
交通运输、旅游景点等重点行业
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创新方式开
展安全监管服务，深入一线明察
暗访，及时发现并督促整改存在
的隐患。

据统计，假期期间全国消防
救援队伍共出动车辆1.2万余辆
次、指战员6.1万余人次，参加灭
火和抢险救援 5426起，营救遇
险被困群众 423 人、疏散群众
1162 人，共设置临时执勤点
2190个。森林消防队伍共出动
1260 人参与扑救森林草原火
灾，3179人在重点火险区靠前
驻防。

当前正值春季森林草原高
火险期，森林草原防灭火形势异
常严峻。应急管理部提醒：森林
防火、人人有责，广大社会公众
要切实提高森林草原防灭火意
识，增强法治观念，坚决克服麻
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特别是进入
林牧区应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
火规定，主动上缴火源，不吸烟、
不用火，严防发生森林草原火
灾；积极举报野外违法违规用火
行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立刻
拨打报警电话：12119。

（来源：人民网）

民政部：老年人及工作人员
四种情形下禁入养老机构

清明节假期全国未发生重特大
生产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

应急管理部：

公安部日前推出公安机关依法
打击食药环和知识产权领域犯罪保
障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十项措施
（以下简称“十项措施”）。据介绍，
公安部此次制定措施，针对一些地
方食品、药品、农资、工程建设、知识
产权等与复工复产和保障民生密切
相关领域存在的治安隐患，部署全
国公安机关主动排查、依法严厉打
击制假售假等违法犯罪活动，全力
保障复工复产，促进经济恢复发
展。其中，十项措施明确要求依法
严厉打击药品领域犯罪，重点打击
制售假劣新冠肺炎疫苗、抗疫类药
品、病毒检测试剂，口罩、消毒液、防
护服等防护物资和医疗器械犯罪活
动，保障人民群众医疗用药安全。

春耕护农也是十项措施中的一
个重点。对此，十项措施要求聚焦
种子、农药、化肥等春耕物资，重点
打击套牌生产、侵权假冒、非法添
加、以不合格冒充合格等犯罪活动。

此外，依法严厉打击影视、网络
培训领域侵权盗版犯罪也被列入其
中。据介绍，受疫情影响，网络在线
学习的需求大幅增长。一些不法分
子借机非法录制网课音视频，非法
复制相关教材和学习资料，在网上
低价出售，严重侵害了权利人的合
法权益，影响了在线学习的质量。
对此，根据十项措施的要求，公安机
关将会同相关部门，对此类违法犯
罪行为依法严厉打击。

（来源：人民日报）

公安部推出十项措施

打击制假售假 保障复工复产

伊朗总统鲁哈尼近日在政府经
济协调总部会议上宣布，伊朗政府
计划向 400万户低收入家庭提供贷
款，以应对新冠病毒疫情。

鲁哈尼说，政府将很快宣布有
资格获得贷款家庭的条件。此外还

将向受疫情影响的企业提供 165亿
欧元救助。

他指出，政府已经向伊朗失业
保险基金提供约 11亿欧元，用于支
付疫情暴发期间失业人员的生活支
出。

伊朗目前是中东地区疫情最为
严重的国家，不过已连续几日新增
病例数呈下降趋势。鲁哈尼日前表
示，4月11日起，德黑兰以外省份的
低风险行业可在遵守卫生部要求的
前提下复工，德黑兰低风险社会活

动预计将于18日恢复。
伊朗卫生部 6日宣布，截至当

天中午，伊朗新增确诊病例 2274
例，累计确诊 60500例，其中死亡
3739例。

（来源：新华网）

4月 7日是世界卫生日。今年
在全球抗击新冠疫情的背景下，世
界卫生组织 6日向全球所有医卫工
作者，特别是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
护人员致敬。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6日在
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不论是疫情期
间还是在平时，医护人员的作用都
十分关键，因为他们始终守护着人
们一生中最重要的部分——健康。
谭德塞说，只有先拥有了健康，人们

才会渴求其他东西，“健康总是第一
位的”。因此，不只是世界卫生日，
平常每一天人们都应向医卫工作者
致敬。

谭德塞强调，这次疫情期间，许
多医护人员做出了巨大牺牲，其中
一些人“因拯救他人的生命而永远
离我们而去”。“全世界正在目睹医
护人员的重要作用和他们（在抗疫
过程中承担）的中心角色。他们的
工作最应得到我们的祝福，他们在

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挽救他人的生
命。我们对此表示感谢和敬意，也
完全相信他们将尽其所能控制疫
情。”

谭德塞呼吁所有人在疫情期间
帮助医护人员做好自我防护，希望
全世界加大对医卫工作者的投入。

世卫组织于 7日发布了一份题
为 《2020年世界护理状况》 的报
告。据介绍，目前全球护士人数
不到 2800 万，缺口达 590 万，在

非洲、东南亚等地缺口最大。报
告认为，一些国家需以每年平均
8%的比例增加护士毕业生总人
数，同时提高护士在卫生系统中
的就业和留任能力，才能解决护
士短缺问题。

谭德塞说：“这份报告突出显示
了护士发挥的独特作用，并提醒人
们确保护士获得为维护世界健康所
必需的支持。”

（来源：新华网）

据NHK报道，受疫情影响日本
大型商店等顾客大幅减少，经营状
况恶化。日本大型房地产公司三菱
地产、大型流通公司永旺及 JR东日
本旗下的LUMINE公司等相继采取
延缓、减少入驻店铺租金的措施，以
减轻销售额严重下滑的店铺所面临
的压力。

据报道，三菱地产旗下位于东
京千代田区的“丸大厦”和“新丸大
厦”两座大楼内，除办公楼层以外，
还分别有饮食店和商店入驻。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店铺被迫缩短平
日营业时间或周末临时停业，导致
销售额大幅下滑。对此，三菱地产
面对难以缴纳租金的店铺延缓了支

付期限。
此外，大型流通公司永旺的许

多店铺受疫情影响缩短营业时间、
临时停业，经营遭受打击。该公司
针对销售额大幅下降的店铺减少了
上月和本月的租金，并对“永旺商
业中心”和“永旺商业街”等部分
商场内的店铺，取消了上月和本月

最低限度支付的租金标准，采取根
据销售额收取租金的措施。

JR东日本旗下运营的商业设施
LUMINE，采取了降低最低租金标准
等措施，以减轻经营恶化的店铺的
压力。

（来源：人民网）

据韩媒KBS新闻报道，韩国行
政安全部4月7日表示，当日召开的
国会会议通过《国民提案规定修订
案》和《公务员提案规定修订案》，并
将在本月内发表生效。

根据《国民提案规定修订案》，

以就业、学业为目的，在韩居住满90
天以上的外国人被纳入“国民提案”
参与对象范围内。即符合条件的外
国人与韩国人一样，可以访问政民
互动窗口“国民申闻鼓”网站，输入
外国人登记证号码后，可向中央政

府或地方自治团体提出关于政府施
政相关的各种意见、建议和改善方
案等。

此外，根据《公务员提案规定修
订案》，公务员不分所属单位，均可
向政府全部机关提出政策提案，并

根据结果享有人事奖励待遇。据
悉，此前只有中央行政机关所属公
务员提出对中央行政机关的政策建
议并有成效的情况下，才能享受特
别晋升等人事奖励。

（来源：人民网）

世界卫生日：世卫组织向医护人员致敬

日本大型商场减租缓解店铺疫情期间销售压力

伊朗计划向400万户家庭提供贷款应对疫情

韩国将向长期居住外国人开放网络“国民提案”权

中国生态环境部监测显示，
疫情暴发以来，已累计对饮用水
源地开展监测 2.8万次，未发现
受疫情防控影响饮用水源地水
质情况。

生态环境部表示，截至目
前，累计对饮用水源地开展监测
28075次，未发现受疫情防控影
响饮用水源地水质情况。湖北
省累计对饮用水源地开展监测
1308次，水质均达到或优于Ⅲ
类标准。武汉市累计对饮用水
源地开展监测157次，水质均达
到或优于Ⅲ类标准。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现有定点医
院 2520家，集中隔离场所 4821
个，接收医疗污水的城镇污水处
理厂 2029座。目前，全国医疗

污水处理平稳有序，均严格落实
消毒措施。

记者 4 月 7 日获悉，截至
2020年 4月 4日，全国医疗废物
日处置能力为6070.6吨，相比疫
情前的每日4902.8吨，日处置能
力增加了 1167.8吨。自 1月 20
日以来，全国累计处置医疗废物
23.2万吨。

生态环境部表示，生态环境
系统要按照中央确定的“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总体防控策略，毫
不放松继续做好疫情防控相关
环保工作。指导督促医疗废物
处置能力不足的地方尽快补齐
短板，盯紧国际航班主要入境城
市等重点地区，确保医疗废物日
产日清。

(来源：中国新闻网)

我国未发现受疫情防控
影响饮用水源地水质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