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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全国本土疫情呈现传播范
围广、传播链条多、疫情波及面扩大的
严峻复杂态势。

连日来，我国发布进一步优化疫
情防控工作的二十条措施，印发了核
酸检测实施办法、风险区划定及管控
方案等四个技术性文件，各地落实情
况怎么样？如何更加精准高效地管
控疫情？医疗资源的建设和配置情
况如何？围绕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专家作出
权威回应。

问题一：二十条优化措施已公布
10多天，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
又印发了核酸检测实施办法、风险区
划定及管控方案等四个技术性文件，
各地落实情况怎么样？当前部分地区
疫情扩散速度加快，有关部门如何推
进疫情处置？

答：当前我国本土疫情形势仍然
严峻复杂，“三个坚定不移”是党中央
科学研判国内外疫情形势对我国疫情
防控工作提出的明确要求。我们要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要坚决克服麻痹松懈心理、等待观
望心态，坚持第九版防控方案和二十
条优化措施不动摇、不走样，立足于
防、立足于早、立足于快，科学精准做

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近期，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

组通过视频会商、调度和培训等多种
方式，部署调度各地尽快推进二十条
优化措施落实落地。各地迅速召开调
度会、培训会，对本地区优化防控措施
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坚决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各地还结合自身特点和实际，成
立工作专班，印发相关配套文件、落实
细则或指南，将优化措施落实情况纳
入常态化督导，全方位多角度宣传阐
释解读二十条优化措施，制定培训计
划和实施方案，根据不同培训对象组
织开展系列培训和分层培训，进一步
推进高效处置疫情。

同时，各地进一步加大层层加码
问题整治力度，重点对随意封校停课、
停工停产、未经批准阻断交通、随意采
取“静默”管理、随意封控、长时间不解
封、随意停诊等问题开展整治，畅通群
众投诉举报渠道，及时解决群众投诉
的急难愁盼问题，确保二十条优化措
施落实到位、落地见效。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在
派出15个疫情防控工作组的基础上，
强化视频会商指导和点对点调度，持
续加强对重点省份疫情处置指导，要

求以快制快，坚决控制住疫情扩散蔓
延势头。

问题二：当前全国疫情形势仍严
峻复杂，一些地方新冠感染者数量在
短时间内激增，如何更加精准高效地
管控疫情？

答：更加精准高效地管控疫情，重
点要做到3个“四”：

一是落实好“四早”，做好常态化
监测预警，提升疫情监测的敏感度，同
时加强对风险岗位从业人员、重点机
构和重点人群的监测，切实做到风险
人员的早发现和早管控。

二是压实“四方责任”，全面落实
属地、部门、单位、个人的四方责任，
没有发生疫情的地方、部门和单位要
落实落细各项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一旦发生疫情，要立即启动应急指挥
体系，动员所有的防控力量，以快制
快，同心抗疫，构筑全社会共同防控
的战线。

三是做到“四个统筹”，要对核酸
检测力量、流调力量、隔离资源以及
对流动人员的管理进行有效的统筹
调配，合理利用防控资源，形成防控
合力。

问题三：二十条优化措施要求加
强医疗资源建设，当前各地医疗资源

的建设和配置情况如何？
答：我国是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

的大国，老龄人口多、有基础性疾病的
人也多，医疗资源总体上相对不足，地
区之间、城乡之间差异比较大，仍需要
提质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特别是补
齐重症医疗服务的短板。

为尽最大努力保障好新冠感染者
的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同时保障好人
民群众日常的医疗服务，按照要求，对
新冠感染者实施分类救治。对于普通
型、重症和有重症风险的感染者，要及
时收入定点医院进行救治。还有一大
部分是轻症以及无症状感染者，收治
在方舱医院。设置方舱医院，就是为
了尽最大可能不影响日常医疗服务，
保障其他医疗机构满足人民群众看病
就医的刚性需求。

发生疫情的地区，医疗机构要科
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不能够以疫
情防控为由对发生疫情风险的医疗
机构“一关了之”“一封了之”。对确
需有风险要封控的医疗机构以及相
关科室，要强化应急处置机制，及时
开展环境消杀、风险排查等工作，以
最快的速度排除感染风险，做到快
封快解。

据新华社

11 月 21 日 16 时许，河南省安
阳市凯信达商贸有限公司厂房发
生一起特别重大火灾事故，造成38
人死亡、2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
照李克强总理等国务院领导同志
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规定，国务院决定成立调查组，由
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全国总
工会、河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
参加，对河南安阳市凯信达商贸有
限公司“11·21”特别重大火灾事故

进行调查。
11月23日下午，国务院河南安

阳市凯信达商贸有限公司“11·21”特
别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在安阳召开
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组组
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对调查
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
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

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客观
精准认定责任，实事求是提出处理
建议，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
推动地方政府认真吸取事故教训，
举一反三深化整治，严格落实责
任，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坚决
遏制重特大事故。

国务院调查组全体成员、专家组
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
责同志，河南省、安阳市有关负责同
志出席会议。

据新华社

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23日
公布《关于做好当前金融支持房地
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工作的通知》，
推出16条金融举措，促进房地产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

两部门当日公布的通知明确，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
的定位，全面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
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
求，保持房地产融资合理适度，维护
住房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为保持房地产融资平稳有序，通知
提出，稳定房地产开发贷款投放，支持

个人住房贷款合理需求，稳定建筑企业
信贷投放，支持开发贷款、信托贷款等
存量融资合理展期，保持债券融资基本
稳定，保持信托等资管产品融资稳定。

在“保交楼”金融服务方面，通知
提出，支持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
展银行按照有关政策安排和要求，依法
合规、高效有序地向经复核备案的借款
主体发放“保交楼”专项借款，封闭运
行、专款专用，专项用于支持已售逾期
难交付住宅项目加快建设交付。同时，
鼓励金融机构提供配套融资支持，推动
化解未交楼个人住房贷款风险。

为配合做好受困房地产企业风

险处置，通知还提出做好房地产项
目并购金融支持，鼓励商业银行稳
妥有序开展房地产项目并购贷款业
务，重点支持优质房地产企业兼并
收购受困房地产企业项目。

在依法保障住房金融消费者合
法权益方面，通知提出，对于因疫情
住院治疗或隔离，或因疫情停业失业
而失去收入来源的个人，以及因购房
合同发生改变或解除的个人住房贷
款，金融机构可按市场化、法治化原
则与购房人自主开展协商，进行延期
展期等调整。同时，切实保护延期贷
款的个人征信权益。 据新华社

东莞市莞睿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的莞商大厦1号、2号
楼、3号楼，按照目前施工进度计划，现决定对该项目的工程施
工总承包服务进行公开采购，选定承包人。

一、本次工程项目的概况
1、本工程地点位于东莞市南城街道东莞大道处，总建筑面

积约196000平方米，其中地下建筑面积约53000平方米，塔楼
及群楼约143000平方米。地上由两栋塔楼（1、2号楼）及商业
楼（3 号楼）组成，其中 1 号楼楼高约 200 米，2 号楼高约 100
米。结构形式：主要框剪结构、局部为钢混结构。其中地下室
部分主体结构已完成招标，目前正在施工中，不在本次招标范
围。

2、总承包施工范围：包括但不限于：（1）地下室除结构、防
水以外的工程，（2）±0.00以上主体土建工程，（3）整个项目的给
排水工程（地下室预埋套管除外）、电气工程（地下室预埋管、预
埋套管除外），（4）防雷、接地系统工程等。

3、本工程计划工期：计划工期为 687 日历天，计划开工日
期为2023年7 月13日，计划竣工日期为2025年5月30日。

4、本项目的质量要求：达到现行国家或行业质量检验评定
的合格标准。

5、本次项目评优要求：达到广东省建设工程优质奖评定标
准。

二、报名企业须具备以下条件
1、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

包壹级资质及以上资质。
2、具备三年内有独立承接不少于一个建筑高度 130米以

上的商业办公楼项目业绩。
3、报名企业近两年中任意一年年产值不低于贰拾亿元人

民币。
凡具备承担本工程施工能力并具备上述资格条件的施工

企业，均可与本公司联系报名。本公司对报名的企业采用资格
预审方式，在报名企业通过本公司资格审查合格后，将被本公
司邀请对本工程进行投标报价。

三、联系方式
欢迎各符合条件的企业前来我公司报名。报名联系人：龙

逸飞，电话：15915816537，邮箱：zhaobiao@gmtjt.com 。地
址：广盈大厦28楼，报名截止时间：2022年11月25日18:00。

东莞市莞睿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3日

莞商大厦1号、2号楼、3号楼施工总承包服务采购公告

东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经东莞市人民政府批准，东莞市自然资源局、东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决定以网上交易方式挂牌出让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宗地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一）1.该地块周围基础设施达到三通，即通水、通电和通路,按现状出
让；2.成交后30日内由东莞滨海湾新区管理委员会将出让宗地按土地现
状条件交付给竞得人使用。

（二）竞买保证金设定为16599万元人民币。
（三）规划建设要求：1.地块竞得人须按规字第2022-88-1002号《建

设用地规划条件》的要求进行建设，并执行我市现行装配式建筑相关政策
要求；其余控制指标按照国土资发［2008］24号、东府〔2018〕112号和东府
办函〔2020〕478号要求进行开发建设；2.该地块开发建设期为36个月，宗
地建设项目在2024年1月26日前开工，在2027年1月26日前竣工。

（四）项目建成后可分割转让，可分割转让的计容建筑面积不得超过该
宗地总计容建筑面积的49%，且配套用房不得分割转让。项目地块开发须
严格按国土资发〔2008〕24号和东府〔2018〕112号、东府办函〔2020〕478号
的要求实施。（关于分割转让比例、贡献比例等内容由市投资促进局监管）

（五）竞得人须在宗地范围内建设芯片研发中心项目，包括芯片研发
中心、芯片实验测试中心、半导体装备研究中心、5G终端研发中心、人工智
能研发中心等。

（六）宗地权利人在土地使用期限内申请土地使用权转让的，须经得
东莞滨海湾新区管理委员会同意，转让后的受让人须继续履行《东莞市新
型产业用地（M0）项目履约监管协议书》的条款。（由东莞滨海湾新区管理
委员会监管）

（七）竞得入选人须自竞买资格审查通过后2个工作日内签订《成交结
果确认书》，自签订《成交结果确认书》后10个工作日内先与东莞滨海湾新
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东莞市新型产业用地（M0）项目履约监管协议书》（由
东莞滨海湾新区管理委员会监管），并以银行保函形式缴纳履约保证金
（缴纳比例为土地出让金总额的10%），再与东莞市自然资源局签订《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二、竞买资格和要求：
竞买申请人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①只接受已在东莞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注册登记的企业法人单独申请；②须为东莞市市直部门（东莞市投
资促进局）认定具备东莞市新型产业用地（M0）开发企业准入资质的企
业；③竞买人（全资子公司或其母公司）须符合生产制造型龙头企业或科
技研发型龙头企业条件，2021年度主营业务收入10亿元以上、2021年度
R&D投入5000万元以上。但具有以下情况者不得参与竞买:①凡违反土

地出让合同约定欠缴土地出让价款的及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②失信被
执行人及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实际控制人、影响债
务履行的直接负责人。（由东莞滨海湾新区管理委员会协助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进行审查）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
竞得入选人。

四、本次网上挂牌出让活动通过东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上交易系统
（以下简称“交易网”）（http://ggzy.dg.gov.cn/）进行。本次网上挂牌出
让的具体要求可详见《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须知》，申请人可在
交易系统下载挂牌出让公告、须知及相关交易文件，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
操作程序在网上参与竞买。

五、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网上公开出让申请报名及缴纳保证金截止
时间为2022年12月23日17时整，网上报价期限为：2022年12月14日
9:00至2022年12月27日9:00。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本次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只接受网上竞买，不接受电

话、邮寄、书面、口头等其它形式的竞买申请和竞买报价。
（二）本宗地的成交地价款付款期为30日，分1期支付，即在签订《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30日内付清所有成交地价款，地价款的付款时间以
缴费人到税务部门完成缴费手续后开具的《中央非税收入统一票据（电子）》的
时间为准。除成交地价款外，竞得方还须同时另行交付下列税费（税费标准按
现行规定计算，如有变动，以《2022WT077号地块土地使用权出让收费提
示》为准）：契税（按成交价的3%计征）、印花税（按成交价的0.5‰计征）等。

（三）宗地成交后，受让人需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5
日内付清定金（定金金额相当于保证金金额，可委托东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将缴纳的竞买保证金转为宗地定金，如保证金金额低于成交价款的10%，
定金按成交价款的10%设定）。定金抵作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

七、联系方式
东莞滨海湾新区管理委员会
联系地址：东莞市滨海湾新区湾区大道1号
联系人：邓先生 联系电话：26889959

东莞滨海湾新区管理委员会
2022年11月24日

地块编号

2022WT077

地块位置

滨海湾新区交椅湾
板块福海路西侧

用地面积
(m2)

138327.56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M0新型产业用地）

出让年限
(年)

40

容积率

2.0≤R≤
3.0

建筑密度

30%≤M≤
50%

固定投资
强度（元/m2）

≥ 15000

产业类型

新一代信
息技术

起始价
(万元)

33199

报价增幅
(万元)

100

东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经东莞市人民政府批准，东莞市自然资源局、东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决定以网上交易方式挂牌出让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宗地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一）1.该地块周围基础设施达到三通，即通水、通电和通路,按现状出
让；2.成交后30日内由东莞滨海湾新区管理委员会将出让宗地按土地现
状条件交付给竞得人使用。

（二）竞买保证金设定为14365万元人民币。
（三）规划建设要求：1.地块竞得人须按规字第2022-88-1003号《建

设用地规划条件》的要求进行建设，并执行我市现行装配式建筑相关政策
要求；其余控制指标按照国土资发［2008］24号、东府〔2018〕112号和东府
办函〔2020〕478号要求进行开发建设；2.该地块开发建设期为36个月，宗
地建设项目在2024年1月26日前开工，在2027年1月26日前竣工。

（四）项目建成后可分割转让，可分割转让的计容建筑面积不得超过该
宗地总计容建筑面积的49%，且配套用房不得分割转让。项目地块开发须
严格按国土资发〔2008〕24号和东府〔2018〕112号、东府办函〔2020〕478号
的要求实施。（关于分割转让比例、贡献比例等内容由市投资促进局监管）

（五）竞得人须在宗地范围内建设芯片研发中心项目，包括芯片研发
中心、芯片实验测试中心、半导体装备研究中心、5G终端研发中心、人工智
能研发中心等。

（六）宗地权利人在土地使用期限内申请土地使用权转让的，须经得
东莞滨海湾新区管理委员会同意，转让后的受让人须继续履行《东莞市新
型产业用地（M0）项目履约监管协议书》的条款。（由东莞滨海湾新区管理
委员会监管）

（七）竞得入选人须自竞买资格审查通过后2个工作日内签订《成交结
果确认书》，自签订《成交结果确认书》后10个工作日内先与东莞滨海湾新
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东莞市新型产业用地（M0）项目履约监管协议书》（由
东莞滨海湾新区管理委员会监管），并以银行保函形式缴纳履约保证金
（缴纳比例为土地出让金总额的10%），再与东莞市自然资源局签订《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二、竞买资格和要求：
竞买申请人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①只接受已在东莞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注册登记的企业法人单独申请；②须为东莞市市直部门（东莞市投资促
进局）认定具备东莞市新型产业用地（M0）开发企业准入资质的企业；③竞
买人（全资子公司或其母公司）须符合生产制造型龙头企业或科技研发型龙
头企业条件，2021年度主营业务收入10亿元以上、2021年度R&D投入
5000万元以上。但具有以下情况者不得参与竞买:①凡违反土地出让合同

约定欠缴土地出让价款的及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②失信被执行人及失信
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实际控制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负责
人。（由东莞滨海湾新区管理委员会协助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审查）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
竞得入选人。

四、本次网上挂牌出让活动通过东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上交易系统
（以下简称“交易网”）（http://ggzy.dg.gov.cn/）进行。本次网上挂牌出
让的具体要求可详见《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须知》，申请人可在
交易系统下载挂牌出让公告、须知及相关交易文件，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
操作程序在网上参与竞买。

五、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网上公开出让申请报名及缴纳保证金截止
时间为2022年12月23日17时整，网上报价期限为：2022年12月14日
9:00至2022年12月27日10:00。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本次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只接受网上竞买，不接受电

话、邮寄、书面、口头等其它形式的竞买申请和竞买报价。
（二）本宗地的成交地价款付款期为30日，分1期支付，即在签订《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30日内付清所有成交地价款，地价款的付
款时间以缴费人到税务部门完成缴费手续后开具的《中央非税收入统一
票据（电子）》的时间为准。除成交地价款外，竞得方还须同时另行交付下
列税费（税费标准按现行规定计算，如有变动，以《2022WT078号地块土
地使用权出让收费提示》为准）：契税（按成交价的3%计征）、印花税（按成
交价的0.5‰计征）等。

（三）宗地成交后，受让人需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5
日内付清定金（定金金额相当于保证金金额，可委托东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将缴纳的竞买保证金转为宗地定金，如保证金金额低于成交价款的10%，
定金按成交价款的10%设定）。定金抵作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

七、联系方式
东莞滨海湾新区管理委员会
联系地址：东莞市滨海湾新区湾区大道1号
联系人：邓先生 联系电话：26889959

东莞滨海湾新区管理委员会
2022年11月24日

地块编号

2022WT078

地块位置

滨海湾新区交椅湾
板块福海路西侧

用地面积
(m2)

119714.51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M0新型产业用地）

出让年限
(年)

40

容积率

2.0≤R≤
3.0

建筑密度

30%≤
M≤50%

固定投资
强度（元/m2）

≥ 15000

产业类型

新一代
信息技术

起始价
(万元)

28732

报价增幅
(万元)

100

▲李艳阳、唐舜昌遗失广东省
人民政府行政执法证，证号分别是
S133335、S406410，特此声明作废。

▲罗倩茵遗失广东科技学院毕
业证，翻译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证书编号 137191202005001356，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东莞市远大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遗失编号为2002-04-00046选址
意见书及其对应的附图附件和编号
为2002-04-00025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及其对应的附图附件，声明作废。

声明

现有东莞市樟木头镇荔景山庄
荔景台景泰阁9楼D室，业主：郑万
辉（代理人：黄志明），于1993年9
月15日与东莞市樟木头房地产开
发总公司、第壹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发展商签订了（涉外商品房产预售
合同书）合同编号为：A01128，现申
请办理备案登记公告，特此声明。

无人认领款物公告

我局在日常执法中查扣了手
机、其他电子产品等物品一批，经警

方努力查找，仍有一部份物品无人
认领。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对上述物
品予以公告，望物品合法持有人在
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携带相关证
明文件前往我局认领，逾期未认领
的，我局将依法处置上述物品。认
领 手 续 办 理 咨 询 电 话 ：0769-
88835593 认领地址：东莞市公安
局道滘分局刑侦大队 东莞市公安
局道滘分局 附件1：无人认领物品
清单 李*祺等人诈骗案：黑色小米
手机3部，黑色苹果手机1 部、白色
苹果手机1部、金色苹果1部、粉色
海信手机1部、黑色荣耀手机1部、
粉色OPPP手机1部、移动网卡8个。

清算公告

东莞市东坑镇寮边头股份经济
合作社（登记证号：粤农集字第
190029004001 号）决定注销，资
产、资源权属和债权、债务均转移到
东莞市东坑镇寮边头边一股份经济
合作社、东莞市东坑镇寮边头边二
股份经济合作社、东莞市东坑镇寮
边头边三股份经济合作社、东莞市
东坑镇寮边头边四股份经济合作社
享有和承担。成立债权债务清算
组，请享有债权、负有债务的单位和
个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向我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转
移，清算组联系人：谢玉兰，电话：
83885102，地址：东莞市东坑镇东
坑东安路321号。特此公告。东莞

市东坑镇寮边头股份经济合作社
2022年11月22日

清算公告

东莞市东坑镇寮边头东门股份
经济合作社（登记证号：粤农集字第
190029004002 号）决定注销，资
产、资源权属和债权、债务均转移到
东莞市东坑镇寮边头东一股份经济
合作社、东莞市东坑镇寮边头东二
股份经济合作社享有和承担。成立
债权债务清算组，请享有债权、负有
债务的单位和个人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45日内向我单位清算组申报
债权债务转移，清算组联系人：谢玉
兰，电话：83885102，地址：东莞市
东坑镇东坑东安路321号。特此公
告。东莞市东坑镇寮边头东门股份
经济合作社 2022年11月22日

寻死者家属启事

2022年10月19日10时07分
许，在东莞市厚街镇涌口社区美好
家园旁边的河边发现一具漂浮尸
体，身份不明。死者为男性年龄20
岁至30岁，身高约1.57米，上身穿
着绿色短袖T恤，下身穿着蓝黑色
牛仔裤，没有穿鞋子，中等黑色短头
发，没有穿着内裤，身上没有任何物
品。知情者或者家属请速电与东莞
市公安局厚街分局仙桥派出所联
系，电话:0769-85593857。

其他声明其他声明其他声明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声声声 明明明

公 告公 告公 告

启启启 事事事

不动摇、不走样，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专家回应当前疫情防控热点

两部门推出16条金融举措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新华社图新华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