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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有石狮市黄小淋食品店不慎遗

失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0年4月

26日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有

效期至2025年4月25日，负责人：黄小

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

4305241985****8191，许可证编号：

JY13505810174178，特此声明作废。

石狮市黄小淋食品店

2020年11月21日

遗失声明

●兹有陈莲霞不慎遗失福建鑫联辉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开具的购买石狮金辉城一期1号楼1202单元的收款

收据一张，号码：7000280，金额：120299元，特此声明作

废。

●兹有蔡芳建不慎遗失闽狮渔07895船的渔业船舶

国籍（国内），证书编号：（闽狮）船登（籍）（2019）

HY-200009号，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蔡芳建不慎遗失闽狮渔07555船的渔业船舶

国籍（国内），证书编号：（闽狮）船登（籍）（2019）

HY-200008号，特此声明作废。

综合
●每方块面积：2.5cm×2cm；
●标准价格：
1-5次，50元/方块；
10次以上，45元/方块；

●套红加收25%

房 产 信 息
办公写字楼出租
宝盖科技园办公楼
4000多平方米
出租。13788810103

遗 失 声 明

据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11月
20日电 11月3日晚，埃塞俄比亚北

部提格雷州，枪声刺破夜晚的宁

静。“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简称

“提人阵”）武装人员突然袭击埃塞

俄比亚国防军在该州的军事基地。

埃塞俄比亚国防军随后空袭了提格

雷州一些目标。

此时，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埃

塞俄比亚马克雷供水开发项目部

（简称马克雷项目部）常务副总经理

王跃鹏也依稀听到枪声。

4日早上，王跃鹏发现政府已切

断提格雷州所有网络和手机通信。

他通过项目上唯一的卫星电话向上

级部门报告了当地局势。

提格雷州的火药味越来越浓。

针对“提人阵”的袭击，埃塞俄比亚

总理阿比4日表示政府要对“提人

阵”采取军事行动。一时间，在提格

雷州郊区，埃塞俄比亚国防军对“提

人阵”目标的轰炸接连不断。

此时，在提格雷州的工程项目

和工业园区工作的600多名中国同

胞日夜难眠，他们在国内的亲人也

焦急万分。

当地时间11日清晨6时，在使

馆协调下，马克雷项目部联合中

交、中铁等单位集合了第一批402

名同胞、60多台车辆，开始从提格

雷州撤离，前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

的斯亚贝巴。沿途关卡林立，为顺

利通关，使馆联系埃塞俄比亚联邦

警察帮助协调关卡放行。尽管如

此，1100多公里的路上，王跃鹏的

心还是一直悬着。

经过交战区、封锁区和重重关

卡，11日晚，在阿法尔州塞梅拉工业

园区中交项目营地，撤离人员吃上

了可口的饭菜。12日晚7时，车队

从公路出口驶出，已在那里等候的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赵志远和经

商处公参刘峪向大家挥手致意，表

示慰问。当晚，第一批撤离人员全

部安全抵达亚的斯亚贝巴。

随后，使馆又着手组织提格雷州

的其余中国同胞撤离。这批同胞基

本都在提格雷州西部，那里也是国防

军和“提人阵”交火较为激烈的地区。

13日，中资企业在提格雷州承

建的瓦尔凯特糖厂遭到炸弹袭击，

三枚炸弹落到糖厂厂区，混凝土搅

拌设备被损毁，所幸没有造成中国

同胞伤亡。共有187名中国同胞在

这家糖厂工作，他们的生命时刻受

到战火威胁。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联系

埃塞俄比亚国防军护送中国同胞撤

离。19日，在埃塞俄比亚国防军保

护下，204名中国同胞乘坐19辆车

撤离提格雷州。自此，除少数留守

人员外，在提格雷州的中国同胞大

都已撤离。

回忆起此次撤离，参与了组织

协调的王跃鹏更是难掩自豪和激

动：“我们的祖国是海外每个中国人

最坚强后盾。”

埃塞北部战火持续

600多名中国同胞安全撤离

▲11月12日，撤离车辆行驶在埃塞俄比亚斯亚贝巴的路上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11月19日
电 欧盟领导人19日晚举行视频

会议讨论抗击新冠疫情问题，主

要议题是在快速检测、疫苗接种、

解除严控措施等方面加强协调。

据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介

绍，欧盟各国领导人讨论了如何在

欧盟层面制定联合使用新冠病毒抗

原检测的办法，包括统一标准、互认

结果等。欧盟应该推广抗原检测，

使之成为核酸检测的有效补充。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

示，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是“黄金标

准”，但是价格过高，速度较慢，对

实验设备要求较高，而抗原检测

相对便捷，可用于局部防控、病例

追踪、日常例行检测等。

米歇尔指出，欧盟成员国应

该做好准备，制定疫苗接种计划，

并为公众接种疫苗做好动员。目

前部分欧盟国家在疫苗储存、运

输能力等方面有欠缺。

欧洲暴发第二波疫情以来，

多国再次采取“封城”“禁足”等严

控措施。会议讨论认为，欧盟应

该吸取应对第一波疫情的教训，

不能急于解除防控措施，而应循

序渐进。

欧盟视频峰会讨论加强协调抗疫问题

据新华社伦敦11月19日电
英国首相约翰逊19日宣布，尽管

面临新冠疫情带来的巨大财政困

难，英国政府依然计划在未来4年

内对国防部追加总共165亿英镑

（约合218亿美元）的军费投入，主

要用于太空、网络防御及人工智

能领域。

这是冷战结束后英国政府最

大规模的国防投资。

约翰逊当天对议会下院正式

公布该计划时说，这笔额外的军

费将以每年约40亿英镑的形式投

入，主要用于投资尖端技术，打造

英国在网络和太空防御领域的全

球领导者地位，弥补国防系统短

板。

为实现上述目标，英国将成

立新的人工智能机构，组建国家

网络部队，还将打造太空司令部。

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说，太

空司令部的先期目标是提升英国

的卫星防御系统，应对他国对英

国导航卫星信号的攻击，力争在

2022年发射英国第一枚火箭。

英国白金汉大学教授、欧洲

安全问题专家安东尼�格里斯指
出，约翰逊对太空和网络领域的

重视表明，英国希望尽早摆脱对

欧盟太空计划的依赖。

英国政府在声明中说，此次

增加军费将巩固英国作为欧洲最

大、北约第二大国防开支国的地

位。

《泰晤士报》分析认为，这无

疑将增加英国领先法国、继续保

持其“最受美国青睐的军事伙伴”

地位的机会。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大幅增

加国防开支，将使英国得以继续

保持对美国和北约盟国的影响

力。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欧洲研究

所教授伊恩�贝格贝格表示，英国
此举势必会受到盟友欢迎，也为

英国在今年年底到期的“脱欧”过

渡期结束后继续谋求全球影响力

增加了一个重要筹码。

疫情关头大涨军费
英国谋求“脱欧”后全球影响力

←11月20日，中欧班
列（中国郑州至芬兰赫尔辛
基）停靠在中国铁路郑州局
集团有限公司圃田车站等
候发车。当日，伴随着响亮
的汽笛声，首班中欧班列
（中国郑州至芬兰赫尔辛
基）驶出中国铁路郑州局集
团有限公司圃田车站，踏上
通向北欧芬兰赫尔辛基的
行程。此次首发的中国郑
州至芬兰赫尔辛基的班列
共搭载43组集装箱，货物
主要包括一次性医用口罩、
抗疫医疗器材、隔离衣、灯
具等，总货重461吨，总货
值300.1万美元。 （新华）

中欧班列
（中国郑州至
芬兰赫尔辛基）
首班开行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记者20日从国家电网获悉，国网

智慧车联网平台已接入充电桩超

过103万个，覆盖全国29个省份、

273个城市，服务电动汽车消费者

550万人。

国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有关负责人表示，国网智慧车联网

平台致力于打造充换电服务全场

景覆盖网络，为用户提供优质、便

捷的充换电体验。从高速公路骨

干网络，到遍布四五线城市的充电

网络，从涵盖公交、环卫、物流等领

域的专用充电场站，到深入社区实

现智能升级的私人共享桩，电动汽

车车主通过APP，可享受到全国范

围的充电服务。

目前，国网智慧车联网平台接

入公共充电桩62.6万个，占全国公

共充电桩总量的93%。

国网智慧车联网平台在用户

充电过程中可自动感知电量信息、

台区负荷变化，自动分析用户用车

需求，有序安排电动汽车充电时段

和功率，满足用户充电需求。通过

智能充电，电动汽车车主可以利用

负荷低谷充电，全面降低充电成

本，辅助参与电网调峰调频，在助

力电网安全运行的同时提升充电

设备利用率。

为保障和促进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于

2015年成立国网电动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该公司以平台为主导、以

充电桩为基础，推动“消费+工业

互联网”融合发展。

全国百万个电动汽车充电桩实现联网

国内视窗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日前，中共中央

决定：

景俊海同志任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同志

不再担任吉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许达哲同志任湖南省委书记，杜家毫同志不

再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谌贻琴同志任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同志不

再担任贵州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阮成发同志任云南省委书记，陈豪同志不再

担任云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吉林湖南贵州云南4省
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

新华社香港11月20日电 香港
特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20日表示，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急速恶

化，全港一至三年级小学生将由11月

23日至12月6日暂停面授课程两周，

原本已停课的幼儿园及幼儿中心则

延长暂停面授课程至12月6日。

在20日召开的记者发布会

上，陈肇始表示，香港当日再增26

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21宗

为本地病例，涉及多个群组。不少

个案都涉及社交活动，特别是不戴

口罩的活动。她呼吁全港市民要

立即严阵以待，减少不必要聚会，

否则第四波疫情将一发不可收拾。

她还指出，近日出现上呼吸道

感染情况的小学数目大幅上升，截

至19日下午5时，共有439宗上呼

吸道感染个案，其中266宗涉及小

学，147宗涉及幼儿园，情况令人

忧虑。她说，上呼吸道感染与新冠

病毒传播途径相似，病毒一旦在学

校传播，将对社区构成很高风险。

若疫情进一步恶化，教育局会暂停

其他年级的面授课程。

近日的新增个案涉及跳舞班、

酒店聚集、外出度假等多个群组，

陈肇始说，从公共卫生角度考虑，

相关聚集活动要即时暂停。特区

政府19日已与酒店业界开会商讨

限制酒店房间人数等问题，会尽快

敲定细节。为避免人群聚集，政府

会尽快决定是否要再收紧社交距

离措施。若疫情持续恶化，政府将

大幅收紧措施，甚至关闭部分场

所，遏制疫情传播。特区政府将加

强病毒检测计划，有症状人士、养

老院职工、出租车司机这3个群组

将尽快进行强制检测，政府正筹备

落实有关工作。

香港疫情急速恶化 小学一至三年级暂停面授课据新华社成都11月20日电 20日，国网西藏

电力有限公司与北京、上海、重庆、山东、河北等

中东部11省市的省级供电公司，在成都签署清

洁能源消纳框架协议，敲定2021年至2023年共

计61亿千瓦时的藏电外送电量。

根据协议，2021年至2023年，西藏的水电、

光伏等清洁能源将通过雅中、昭沂、青豫、灵绍等

多条特高压直流输送至上述11省市消纳。其

中，重庆市3年累计受电17.5亿千瓦时，北京市

10.5亿千瓦时，山东、陕西分别6亿千瓦时，河北

省（含雄安新区）4.5亿千瓦时。

西藏未来三年向11省市
送电61亿千瓦时

（上接一版）其中，在她的倡议、推动和支持下，玉湖
社区先后建立玉湖果蔬批发市场和石狮市玉湖食

品厂，成立“石狮市玉湖爱心慈善会”，并将每年12

月25日定为“玉湖社区爱心日”。每年的“爱心日”，

林丽娜总是带头捐款，已累计捐款达60多万元。

在2006年初，林丽娜牵头成立了“石狮市阳光

太太亲善志愿者服务队”。从一开始“谁有困难帮

助谁”，到现在有组织、有计划、常态化开展爱心活

动，“阳光太太”已成为石狮市草根爱心组织的先行

者、引领者。2014年底，经审批升格为“石狮市阳光

太太志愿者协会”，目前成员近300人。据不完全统

计，14年来，阳光太太志愿者协会共发动社会捐款

捐物1300多万元，全部用于扶贫济困、助学兴教，平

均每年开展爱心活动50多次。

（记者 庄玲娥 林富榕）

（上接一版）语文、数学、外语考
试时长90分钟，其他科目考试时

长均为70分钟。

按规定，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的人员可以报名：一、2018、2019

级普通高中学生，其中2019级普

通高中学生限报物理、化学、历

史、地理、信息技术等5门科目。

二、高中阶段其他学校在校生和

具有本省户籍的社会考生（以下

简称社会考生）。三、2019、2020

届普通高中结业生中需要参加普

通高中学生学业基础会考及普通

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的考

生。四、报考2021年高职院校分

类考试招生的往届毕业生或同等

学力人员，需报名参加语文、数

学、外语、思想政治、信息技术、

通用技术等6门科目的考试。从

外省（区、市）转入我省的学生，

需按规定参加我省语文、数学、

外语、思想政治、信息技术、通用

技术等6门科目的合格性考试；

其原就读地的省级主管部门提

供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证明仅作

为普通高中毕业依据。

（记者 许小雄）

石狮欢送全国劳动模范
赴京接受表彰

2021年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开始报名

（上接一版）与会各经济体领导人围绕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和2020年后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愿景深入交换看法，

达成积极共识。

领导人表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挑战，各方应该求

同而不是立异，加强团结，深化疫苗合作，便利人员流

动和物资流通，尽快战胜危机，实现经济复苏增长。秉

持平等伙伴、共同责任、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亚太经

合组织精神，加强贸易投资、科技创新、数字经济等领

域合作，深化互联互通。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维护

多边主义和多边贸易体制，营造自由、开放、公平、非歧

视、透明和可预测的贸易投资环境。推进区域经济一

体化和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致力于2040年建成开

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

会议通过了《2040年亚太经合组织布特拉加亚愿

景》，发表了《2020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吉隆坡宣

言》。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议。

据新华社天津11月20日电 记者20日晚从

天津市滨海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获悉，滨海新区将于21日上午开始，利用2至3

天时间，对滨海新区全体居民进行大规模核酸检

测筛查。20日上午，天津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第154场新闻发布会上，天津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顾清介绍说，当日，天津市滨

海新区东疆港区瞰海轩小区内4名居住或工作

在同一楼栋的群众被确定为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截至目前，这一小区发现5例本土确诊病例

和3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天津滨海新区21日起
实行全员核酸检测

环球资讯

●世界卫生组织20日发表声
明说，不论新冠住院患者病情多严
重，都不建议使用抗病毒药物瑞德
西韦进行治疗，因为目前尚无证据
表明该药能提高患者生存率或降
低患者对呼吸机的需求等。

●乌干达首都地区警方发言
人帕特里克�奥尼扬戈19日说，乌
干达首都坎帕拉日前发生的暴力
抗议活动已造成16人死亡，另有
数十人受伤。18日，乌干达反对
党民族团结纲领党总统候选人罗
伯特�基亚古拉尼�森塔穆在乌东
部卢卡区参加总统竞选活动时因
违反防疫准则被捕。这一事件引
发暴力抗议活动。

●摩尔多瓦中央选举委员会
20日确认马娅�桑杜赢得总统选
举。摩将迎来史上第一位女总
统。桑杜今年48岁，1994年毕业
于摩尔多瓦经济学院，2012年至
2015年出任摩教育部长，2019年6
月至11月出任总理。

●飓风“约塔”登陆中美洲以
来，在多国引发灾害，截至当地时
间19日晚已造成至少45人死亡。
“约塔”16日晚在尼加拉瓜东北部
卡贝萨斯港登陆，途经洪都拉斯
和萨尔瓦多后有所减弱。“约塔”
在登陆前曾被定为最高级别的五
级飓风。

（均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