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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惠卓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出资人）决定：本公司注册资本从3333万元减

至200万元。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杭州惠卓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供电公司的服务真及时，带电作业架
设线路，我们的新厂房可以提前开工生产
了，要为你们点赞!”日前，在洪桥工业园区，
长兴鑫达纺织丝绸有限公司负责人吴自成
对国网长兴县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赞许道。

鑫达纺织丝绸公司因
为规模壮大，去年底起扩建
二期厂房，目前新厂房临近
竣工，急需通电投入生产。
了解情况后，长兴县供电公
司立即安排专业人员勘察
现场，精心编制作业方案。
为确保园区企业和周边居
民用电“零影响”，公司决定
采用难度系数较大的带电
立杆作业方案，在距新厂房

最近的支线1号杆至2号杆之间，设立一基
新电杆供电。

当天上午9时，安全作业区域内，带电
作业人员严格做好自身防护措施，测量体
温后，戴好护目镜、口罩，换上绝缘服，戴上

绝缘手套和安全帽，全副武装登上绝缘斗
臂车，在空中细致地对带电导线进行绝缘
遮蔽、包裹，确保新电杆在吊立过程中不碰
触带电线路。

“注意安全距离！”作为现场工作负责
人，地面指挥的程凯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
观察位置，不敢有丝毫马虎。“若按传统停
电作业，作业时间将超过4小时，将极大影
响周边企业和居民正常用电。现在进行带
电作业，不用断电，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坚
强保障。”

防疫期间，长兴县供电公司积极落实
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手抓”，充分运用
带电作业、机器人巡检等专业举措，保障居
民和县域企业用电无忧，不断为县域社会
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汤天承

长兴供电：带电立杆为企注能
北支江综合整治-下游水闸、船闸工程环境

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公示
杭州富阳水利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将在杭州市北支

江下游河口位置建设北支江综合整治—下游水闸、船闸
工程，为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
督权，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令第 4号），现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有关的意见。

（一）社会各界可登录浙江政务服务网（杭州）http://
hz.zjzwfw.gov.cn/查询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并可
联系建设单位查询纸质版报告。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
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关于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和环
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网络链接。

（四）公众对本项目有环境影响方面的相关意见，可
按上述网络链接下载并填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意见表”，按如下方式邮寄或邮件至建设单位。公众
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杭州富阳水利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富阳区富春街道西堤北路55号
收件人：沈先生 邮箱：shen_zm@ecidi.com
联系电话：13906816506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本公告发布日期起

十个工作日内。

温州永田汽车有限公司遗失广汽本田
GHA7150AAC6B 车型合格证一份，车架号
LHGCV1643L8123897， 合 格 证 号
WDL042022589235，合 格 证 纸 张 编 号
22589235，声明作废。
宁波国银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编号3302030113516，声明作废。
宁波市北仑区大碶万丽商务宾馆遗失公章
一枚，编号3302060107136，声明作废。
嘉善嘉升家具辅料厂遗失公章一枚，编号
3304210005593，声明作废。
嘉兴拓肯进出口有限公司遗失提单一份，船
名航次：CHRISTA SCHULTE 001W，
提单号：GOSUNGB1059680，声明作废。
罗庆英遗失湖州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开具的收据 4份，收据号：0000156，金额：
34800元，收据号：0000948，金额：13200元，
收据号：0001139，金额：10000 元，收据号：
0001180，金额：5000元，声明作废。
嘉兴市桓泰机电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编
号3304020008114，声明作废。
吴树勋遗失嘉兴市工程技术人员中级职务
证，证号：N.0370345，公布文号:嘉职办资
(1997)55号，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宁波瑞圣物流信息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本公司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
小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手续。特
此公告

减资公告：宁波市江东欣和陪护服务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将注册资本由 500万元人
民币减到 20万元人民币，并按有关规定办
理工商减资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宁海县长伟户外运动俱乐部理事
会表决通过，决定注销，清算组已成立，望债
权人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
的自本公告日起四十五天内，向清算组申报
债权。清算组电话：18395834815 宁海县
长伟户外运动俱乐部

确认启事
建银国际医疗保健股权投资管理（天

津）有限公司（曾用名：建银国际医疗保健投
资管理（天津）有限公司）、建银国际医疗产
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泰州瑞洋立泰精化科
技有限公司、徐汉杰、魏巍、孟昱、高集馥曾
系江苏华兰药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若以上各方对江苏华兰药用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的股权有任何争议或潜在纠纷，请与公司
委托的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及华泰联合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联系，并将诉求和资料发至以下
邮箱。 联系人：王月鹏 律师 联系电话：
010-88004488 邮箱：wangyuepeng@grand⁃
waylaw.com 联系人：米耀
联 系 电 话 ：021-68498621 邮 箱 ：mi⁃
yao@htsc.com 江苏华兰药用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日

本报讯 记者胡翀报道
今年清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杭州市较大型公墓采取网
上限额预约，分时分段错峰祭
扫，实行先预约后祭扫的方
式。记者从杭州公交集团了
解到，根据当前疫情防控的实
际情况，除了常规经过市区各
大公墓的公交线路加强运力
之外，还将专门开通 10条扫
墓专线和 1条地铁扫墓接驳
线，满足广大市民扫墓踏青出
行需求。

4 月 4 日至 4 月 6 日期
间，杭州公交集团将开通至
南山公墓、第二公墓、半山公
墓、闲林公墓、安贤园、钱江
陵园、屯里林场、超山公墓的
10条扫墓专线，1条地铁水澄

桥站至南山公墓的地铁扫墓
接驳线。

公交扫墓专线的起点分别
设置在朝晖五区、流水苑、大关
北、翠苑四区、古荡、府新花园
北、朝晖路艮山流水苑、市公交
集团、景芳南站、雷霆路等10
个大型居民生活区，发车时间
集中在7：00到15：30之间，票
价为3~6元/人次。“为了进一
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控制车
厢满载率，所有参加扫墓专线
运营的车辆为旅游大客车或多
座位公交车。”杭州公交集团相
关负责人介绍说。

地铁扫墓接驳线目前只开
通了地铁水澄桥站B出口—南
山公墓这一条线，运营时间为
7：00到15：05，票价1元/人次。

昨日，东阳市
公安局南市派出
所民警在网上祭
扫英烈。随着清
明节的到来，东阳
市公安局各单位
纷纷组织民警辅
警登录“英烈网”，
开展网上祭扫活
动，为先烈献一束
花、鞠一个躬，缅
怀先烈，致敬英雄
烈士。
通讯员蔡伟华摄

本报讯 记者羊荣江 通讯
员吴潇萍、赵亚京报道 3月31
日，杭州绕城西复线湖州段京
杭运河桥顺利合龙了。这标志
着我省单体投资额最大的在建
高速公路工程——杭州绕城西
复线149公里主线顺利实现贯
通。

杭州绕城西复线项目是国
家“十三五”期间重点建设项
目，连接练杭、杭宁、杭长、杭
徽、杭新景、杭金衢、诸永7条
高速公路，是杭州、嘉兴、湖州、
绍兴4个地市的新快速通道，
对完善浙江省现代公路网，加
快杭州都市经济圈、环杭州湾
大湾区建设，推动长三角区域
一体化意义深远。

杭州绕城西复线智慧公路
是交通运输部首批智慧公路试
点项目，这条高速公路目前正
从基础设施数字化、基于大数
据的路网综合管理、新一代国

家交通控制网等方向出发，着
力打造出让驾驶员有“智慧感”
的高速公路。

行车过程中，汽车驾驶员
和乘客可以通过手机应用、
车载导航仪等设备，以及路
上的情报板、诱导灯光带等
高速公路设施，实时获取更
加精准的拥堵、施工、事故等
高速路况，以及沿途气象变
化、服务区停车等信息，从而
获得“私人定制版”的行车路
径规划、安全驾驶诱导等信
息服务。

同时，杭州绕城西复线富
阳服务区将是全省首个开放式
服务区。和传统服务区不同的
是，富阳服务区在设计上预留
了人行进出通道，以方便当地
居民进入服务区。建成后的服
务区可作为一个综合商场，为
周边居民提供特色餐饮、居家
用品零售等服务。

昨日，在杭州市临安区天
目山镇白鹤村文化礼堂，一名
小学生在直播镜头前展示自己
制作的青粿。当日，白鹤村联
合当地小学开展“包青粿、知习

俗”体验清明节传统文化特色
活动，志愿者和小学生一起做
青粿，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让
孩子们了解中华传统文化。

通讯员胡剑欢 摄

目前，我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
向好。3月18日，武汉新冠肺炎新
增确诊病例、新增疑似病例首次双
双清零。然而，国外疫情仍在迅速
蔓延。截至3月30日10时，中国
以外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已超
过63万例。其中，美国新冠肺炎
累计确诊病例达142328例，意大
利累计确诊97689例。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海关总
署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境
卫生检疫工作依法惩治妨害国境
卫生检疫违法犯罪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指出，从贯彻落实总
体国家安全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高度，始终将人民群众的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切实提升国境卫生检疫行政执法
和司法办案水平。特别是面对当
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境外呈现扩散
态势、通过口岸向境内蔓延扩散风
险加剧的严峻形势，要依法及时、
从严惩治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的各
类违法犯罪行为，切实筑牢国境卫
生检疫防线，坚决遏制疫情通过口
岸传播扩散，为维护公共卫生安全
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随着全面依法治国深入实施，
近年来，我国在法治建设领域取得
了一系列成果，不仅及时有力防控
国内疫情，也为维护全球公共卫生
安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
出巨大贡献。

依法防控境外输入
巩固抗疫良好局面

《意见》指出，人民法院、人民
检察院、公安机关、海关在办理妨
害国境卫生检疫案件时，应当准确
理解和严格适用刑法、国境卫生检
疫法等有关规定，依法惩治相关违
法犯罪行为。

“《意见》针对境外疫情输入风
险，明确了违反国境卫生检疫法及
相关规定、构成违法犯罪的具体情
形，特别是梳理出六类对公共卫生
安全危害较大、可能定罪入刑的妨
害国境卫生检疫行为。这为各地
各有关部门准确理解、精准适用相
关规定提供了必要指引，有助于提
高防控境外疫情输入工作的法治
水平。”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彭錞说。

彭錞认为，《意见》强调“坚持
过罚相当”和“维护公平正义”，充
分体现了对人权和自由的尊重，为
各国依法防控疫情跨境传播扩散
树立了榜样。

我国为疫情防控付出了巨大

努力，也为全世界同新冠病毒传播
“赛跑”赢得了时间。当疫情在全
球蔓延时，我国依法加强防控境外
疫情输入风险，是在用实际行动维
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建立疫苗储备制度
常态防控准备周全

3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
京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工
作时指出，疫苗作为用于健康人的
特殊产品，对疫情防控至关重要，
对安全性的要求也是第一位的。
要加快推进已有的多种技术路线
疫苗研发，同时密切跟踪国外研发
进展，加强合作，争取早日推动疫
苗的临床试验和上市使用。要推
进疫苗研发和产业化链条有机衔
接，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
研相结合的疫苗研发和产业化体
系，建立国家疫苗储备制度，为有
可能出现的常态化防控工作做好
周全准备。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
延，为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我
国一方面严格依法防控境外疫情
输入，另一方面积极开发研制疫
苗。

3月16日20时18分，由军事
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院士陈薇
领衔的科研团队研制的重组新冠
疫苗获批启动展开临床试验。

据了解，新冠疫苗一期临床试
验已开始人体注射实验，一批志愿
者已注射。I期试验志愿者仅限武
汉地区常住居民，年龄18周岁至
60周岁。接种疫苗后14天，志愿
者被安排集中隔离观察期。

3月1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药物疫苗
和检测试剂研发攻关最新情况。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军志表示，
国内外对于疫苗的上市应用具有
严格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的要
求。目前，我国正按照5种技术路
线开展新冠疫苗的紧急研制，各类
疫苗在临床前研究的过程、技术特
点和要求都有所不同。疫苗进入
临床试验必须完成药学方面研究、
有效性研究和安全性研究。

科技部生物中心主任张新民
表示，在疫苗研发方面，我们积极
倡导全球合作。目前，中国已有多
家企业或科研机构与国外开展合
作，推进新冠疫苗研发。公共卫生
安全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
各国携手应对。当前，新冠肺炎疫
情在多个国家出现，中国将进一步
加强同世卫组织沟通交流，同有关
国家特别是疫情高发国家在溯源、

药物、疫苗、检测等方面的科研合
作，共享科研数据和信息，为取得
全球抗疫的最后胜利贡献中国智
慧和中国力量。

教育部科技司司长雷朝滋表
示，在科技攻关组的支持下，教育
部从春节开始就动员有研究优势
的厦门大学、四川大学、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科研团
队，快马加鞭、全力以赴，重点从流
感病毒载体疫苗、重组蛋白疫苗、
核酸疫苗三条技术路线并行推进，
协同科研院所和相关企业加快开
展新冠肺炎疫苗攻关。

“疫苗是一种特殊的带有战略
性、公益性的产品，是保障人体健
康和公共卫生安全的基本公共产
品。从医学上讲，预防胜于治疗。”
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宋华琳说，国
家疫苗储备制度涉及研发机构、机
制、平台、资金等，还包括疫苗应急
管理。

北京中医药大学法律系副教
授邓勇认为，建立国家疫苗储备制
度是一项未雨绸缪的工作。从专
业技术层面来讲，要对病毒的性
状、生存环境等进行研究。从国家
安全层面来看，对疫苗的研制开发
要形成长效机制，可以设置一些稳
定的科研平台，专注于做这方面的
工作。

人类命运休戚与共
全面加强国际合作

3月8日，为统筹做好抗击疫
情涉外工作，集中力量防范境外疫
情输入风险，外交部正式成立防范
境外疫情输入风险应急中心。应
急中心按照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
导小组的要求和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的部署，实行24小时不间断
运转，收集分析各类信息数据，沟
通协调国内各职能部门和地方政
府，联络指导各驻外使领馆，开展
好防控疫情输入工作。应急中心
还将推进旅行防控指南的全面落
实，协调来华人员检验检疫措施，
推动成立双多边联防联控机制，携
手防范疫情的跨境传播。应急中
心将积极开展各项领事保护工作，
加强海外同胞抗疫防护能力，切实
保障中国公民正当合法权益。

孙华妍（化名）是一名法语专
业大三学生，现在在法国里昂做交
换生。她告诉记者：“学校已经停
课，这段时间我打算不出门。前两
天收到通知，出入需要凭通行证，
违者会被罚款。”

让孙华妍感到担心的是日用
品保障问题，她发现最近超市人很

多。“我已经囤了一些食物，但还是
担心超市会停止供应。”

“学校对境外疫情的反应比较
迅速。前段时间，辅导员组织里昂
的留学生开过视频会议，交代最新
发布的出国交换生回校或者留在
国外的学分转换方案，学校还给每
个人寄了20个口罩，嘱咐了很多
与自我防护有关的注意事项。”孙
华妍说。

孙华妍对记者说，在疫情防控
方面，我国采取的避免人群聚集、
组织医疗队伍和调配物资等措施
非常及时高效。“国外政府反应相
对较慢，当地公众也不太重视。前
几天，我接触到的戴口罩的都是中
国人。随着疫情蔓延，现在当地人
也开始戴口罩了。”

“公共卫生安全是一个全球性
的问题，所以要加强全球公共卫生
合作。我国这一次走在世界前
列。我国应对疫情的医疗技术、科
研技术、管控措施等，都充分体现
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邓勇说。

据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介绍，中
国政府已经宣布向82个国家和世
界卫生组织、非盟提供援助。

“中国援助其他国家防疫的各
种措施，都旨在从源头减少疫情全
球扩散的风险。中国用实际行动
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积极践
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
念。”彭錞说。

“我国的防疫经验包括，坚持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强化技术支
持、动员社会力量防疫等，对于全
世界防控疫情来说具有非常重要
的借鉴意义。我国在国内防疫形
势相对缓和的情况下，积极对国外
进行医疗物资和医疗人员的援助，
真正担负起了一个世界大国的责
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

依法治理科学研发
宝贵经验全球共鉴

疫情暴发后，我国为维护全球
公共卫生安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所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
绩，与近年来我国大力完善法治建
设密不可分。

彭錞认为，作为全球应对公共
卫生危害的通行标准与法律规范，
《国际卫生条例》第二条、第三条确
立了各国防疫工作的两项基本原
则，一是尽量避免对国际交通和贸
易造成不必要干扰，二是充分尊重
人的尊严、人权和基本自由。我国
在依法防控境外疫情输入的过程
中，严格遵守了这两项原则。与世

界上许多其他国家不同，我国至今
未实施禁行、禁飞、关闭边境等严
重干扰国际交通的措施，而是通过
深入落实国境卫生检疫法律规范，
适度、有力筑牢国境卫生检疫防
线，全方位遏制疫情通过口岸传播
扩散。

据彭錞介绍，2014 年，经评
估，我国公共卫生应急核心能力已
达到《国际卫生条例》的标准。

“根据《国际卫生条例》要求，
2019年12月31日，我国第一时间
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了疫情信息，
第一时间分享了病毒基因序列信
息，并及时向有关国家和地区通报
疫情。自2020年2月5日起，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每天举行新闻发
布会，邀请有关部门负责人回答记
者提问，发布疫情信息。这极大地
提高了我国疫情防控工作的公开
透明度，也为全世界了解中国的战
疫举措和进展提供了充足、及时的
信息来源。”彭錞说。

彭錞认为，我国目前采取的防
控措施是适度的，符合《国际卫生
条例》有关规定和世界卫生组织的
建议，充分体现我国维护全球公共
卫生安全的决心，也彰显我国坚持
依法战疫的战略定力。

围绕疫苗研发、生产、管理，我
国已经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

“2019年，我国颁布了全世界
唯一一部综合性的疫苗管理法，还
修订了药品管理法。”宋华琳说，比
如，疫苗管理法第四条规定，国家
坚持疫苗产品的战略性和公益性；
第十四条规定，国家根据疾病流行
情况、人群免疫状况等因素，制定
相关研制规划，安排必要资金，支
持多联多价等新型疫苗的研制；第
六十六条规定，国家将疫苗纳入战
略物资储备，实行中央和省级两级
储备。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为了使世界人民交流更加规范、
更有秩序，相互之间更加和谐一
致，这就需要在全球治理中坚持依
法治理。中国之所以能够迅速有
效应对疫情，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就是因为始终牢牢坚持依法治理
和科学治理。从法律法规政策的
制定完善，到依法依规精准实施，
这些都对有效防控疫情起到决定
性作用。在依法治理基础上，我国
不断加大科研投入，取得一系列成
果。这些都是中国为维护全球公
共卫生安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作出的重要贡献和提供的宝
贵经验。”竹立家说。

据《法制日报》

五部门联合发文依法惩治妨害国境卫生检疫违法犯罪

筑牢法治防线遏制疫情跨境传播

杭州公交开通
10条扫墓专线

和1条地铁接驳线
满足清明期间市民踏青扫墓出行需求

杭州绕城
西复线主线
实现贯通

系我省单体投资额最大的
在建高速公路工程

清明知习俗
直播进课堂

网上祭英烈
本报讯 通讯员李尖、慕煊报

道“我们这次重点推荐 6套房
产。现在屏幕里的这一套是新装
修的，户型正、采光足，周围交通
便利，有意向的小伙伴们可以入
手哦！”直播间里，“主播”肖茜茜
正向网友介绍拍品。3月31日上
午9时，平阳法院司法网拍直播
间准点“开播”，法院干警摇身一
变成了“网络主播”，在线带“货”，
为网友推荐拍品。

据悉，这是温州市法院系统
首例网络司法拍卖直播活动。
此次直播活动，平阳法院安排了
审判保障中心主任肖茜茜、执行
局副局长周俊作为“主播”，一个
熟知拍卖流程，一个有着丰富的
执行工作经验，可谓“最佳搭
档”。

“司法网拍的房子手续会很
复杂吗？”“拍下来之后又不要了，

会怎么样？”“原房主不搬怎么
办？”……直播开始后，网友们纷
纷在直播间留言发问。周俊针对
网友提问，及时回复、耐心解答。

“法官解答真细心，靠谱！”网友在
留言区说道。

这一创新形式，也获得了良
好的效果。此次直播活动共吸引
了3500余名网友围观，大部分拍
品都有人报名竞拍。其中，平阳
县水头镇一套起拍价90万元的
房屋获得最多关注，在直播开始
后的一个多小时内，就有67次竞
买记录，最终以136万元的价格
成交；鳌江镇的一套起拍价为57
万元的房屋，最终以116.50万元
成交，创下104.40%的全场最高
溢价率。

据统计，此次活动共拍卖出
不动产22件，动产12件，成交金
额3285.7万元。

平阳法官带“货”直播
落槌拍出22套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