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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财新冻品店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402
60004080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黄波猪肉档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402
60002170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善居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遗失珠海市善居会员购房优惠
告知书和珠海市善居会员购房优
惠确认单共3份，号码分别为：ZH
X0002734，ZHX0002735，ZHX
00026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嘉顿威尔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10-10，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5
D0XCX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现有李小洪（身份证号码：

441424196310300512）因不慎遗
失《珠海市三灶管理区兴建居民
新 村 集 资 协 议 书》（号 码 ：
0007441）及对应的收款收据（号
码：0001274）原件，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迈锐数码制作有限公司

遗失国税发票专用章，章号44040
2714841602；遗失地税发票专用
章，章号44040171481602，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高新区京玉全堂养生

会所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嘉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合同专用章、现金收讫章、党支
部委员会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猫神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 单 炜 强 私 章（印 章 编 号
4404020056977）及印章备案证
明，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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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证件：100元/证（50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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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优一先”风采录

临危受命，将濒临破产的潍柴
打造成为享誉全球的装备制造跨国
集团；以不怕死的精神搞国企改革
并获成功，被誉为新时期国企改革
的先锋者；心无旁骛攻主业，誓做科
技创新领路人，推动我国重型商用
车柴油机迈向世界领先水平……

这就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山
东重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潍柴
控股集团董事长，中国重汽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谭旭光。

从5亿元到5000亿元 搞
好国企必须改革

以柴油发动机起家的潍柴集团
前身是潍坊柴油机厂，在计划经济
时代红火一时。1977年，谭旭光进
入潍坊柴油机厂成为一名普通产品
试验员。1998年，面对市场经济的
风浪，这个建厂50多年的国有企业
陷入严重亏损，走到生死边缘。

临危受命，谭旭光成为这个濒
临破产的万人国企的掌舵者。上任
伊始，他就提出要做世界发动机领
域的“英特尔芯”。

要想有出路就不能留后路。他
带领潍柴大刀阔斧改革：启动定编、
定岗、定员的“三定”改革，实现“大
瘦身”；推动人事、劳动和分配三项
制度改革，建立了“干部能上能下、
员工能进能出、薪酬能高能低”的市
场化机制；确立“多方位吸纳社会资
金，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发展战
略……

改革为潍柴这台年久失修、满

是锈迹的“发动机”注入了澎湃新动
力，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下的传统国企
到市场经济下的现代化集团的重大跨
越。20多年间，企业销售收入从5亿
元增长到5000多亿元。

与时俱进的改革成为贯穿谭旭光
各个工作阶段的主线。曾经是中国重
卡“摇篮”的中国重汽，近年来发展陷
入迟滞。2019年，谭旭光将潍柴改革
经验导入重组后的中国重汽：办公费
砍掉一半、业务招待费砍掉四分之三；
各生产单位自主采购改为集中采购；
打破论资排辈，推动中层干部全部公
开竞聘……

一套改革组合拳全面激发了中国
重汽发展活力，3年间成本费用降了
150亿元，2020年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
均实现翻番增长，创造历史最好水平。

打造高端动力“中国心”创
新赛道誓争第一

“不争第一就是在混！”这是谭旭
光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这句标语
被挂到潍柴的研发实验室、生产车间、
办公大楼，时刻激励着各个岗位的员
工勇争第一。

有人说谭旭光是发动机领域的科
技“疯子”。执掌潍柴之初，谭旭光将
100多台有质量问题的发动机从客户
那里拉回来，召开千人大会当场砸
烂。这一下激活了潍柴的创新意识和
质量观念。

正是凭着这股劲头，谭旭光从一
名产品试验员成长为国家科技进步一
等奖的第一完成人。他主持研发了我

国首款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重
型商用车柴油机，在全世界第一次突
破柴油机本体热效率50%大关；创新
提出重型商用车动力系统一体化理
念，攻克关键技术指标同步提升的国
际技术难题，打造了全球首个独立的
重型商用车动力系统研发制造基
地。目前，谭旭光作为第一完成人共
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13项。

科技创新的过程跌宕起伏，谭旭
光坚守主业、心无旁骛，在房地产和
金融市场红火的时候，他明确提出绝
不碰房地产，不搞金融投机，“要把发
动机卖得比房地产还赚钱”。

“无论国内外市场环境如何变
化，我们高额的科技创新投入始终不
变。”谭旭光说，潍柴集团发动机业务
连续10年累计研发投入300亿元，
研发费占销售收入比例达到6%。

他们重金引进全球科技领军人
才，每年投入数亿元重奖科技创新，
培养了一批科研人才队伍，打造了
高端动力“中国心”，在全球范围内
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跨越。

在“一带一路”叫响中国制
造品牌

近年来，有一些国企“出海”并
不顺利，但在谭旭光主导下，潍柴先
后战略并购10家海外高科技企业，
使这些企业走出亏损泥潭并进入快
速发展通道。

“潍柴的买，都是围绕补齐潍柴
的核心技术短板，围绕潍柴的战略
结构调整去买。并购不是吃掉，而

是融合。”谭旭光创新性提出平行整
合理论，推动全球核心要素向潍柴
聚集。

收购法国船用发动机生产商博
杜安时，潍柴出价仅为299万欧元，
而竞争对手出价一度高达1500万
欧元。潍柴取胜的法宝是承诺博杜
安100多名员工一个都不下岗，并
承诺一定时间内不出售博杜安，而
竞争对手希望收购后大幅裁员。在
对就业极为重视的法国，潍柴的诚
意得到了认可。

以文化融合、科技联姻为纽带，
谭旭光先后主导潍柴收购了意大利
法拉帝、德国凯傲集团和林德液压、
美国德马泰克、美国PSI公司等10
家企业，并迅速实现国产化落地。

谭旭光还积极响应“一带一路”
倡议，在印度、白俄罗斯、俄罗斯等
国家实施国际产能合作，推动中国
制造走向全球。在白俄罗斯，潍柴
马兹合资公司是中白工业园首个成
功落地的重大项目，成为“一带一
路”上的样板工程。

潍柴的改革发展理念结合当地
实情，让海外企业收入从2009年的
1.8 亿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746 亿
元，潍柴的企业文化得到海外4万
多名员工高度认同。

“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企
业走出去的道路越走越宽。”谭旭光
说，全球化布局进一步增强了企业
抵御风险的能力，也为“一带一路”
沿线工业发展注入强劲的“中国动
力”。 新华社济南8月5日电

近期国内出现多点散发疫情，发
展趋势具有不确定性。各地防控措
施落实怎样？居民生活有保障吗？
防控疫情关键在哪？记者在江苏、湖
北、湖南等地疫情防控一线探访。

防控措施落实怎样

5日9时许，湖北武昌区徐东
社区，大家佩戴口罩、保持“一米
线”间距，在志愿者引导下，先在网
上小程序填报采样信息，然后扫码
测温入场检测，整个流程不到2分
钟。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
任彭厚鹏介绍，武汉市目前已投入
医务人员及工作人员1.8万余人，
同时，组建了由实验室检测、生物
安全、流行病学、临床医学等领域
专家组成的专家团队，巡回指导辖
区内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在湖南株洲市石峰区天源农
贸市场，记者看到，市民在市场管
理员的指引下，排队扫码、测量体
温，然后依次到不同摊位采购食
材、再从正门右侧离开市场，整个
市场井然有序。“市场在早、中、晚
分三次不间断进行消杀，除正门
外，其余出入口均暂予关闭；经营
时间也较往常缩短了5小时。”天
源农贸市场负责人谢卨说。

在江苏南京，南京市公共卫生
医疗中心正加快建设新的供氧设
施，进一步提升救治能力。该中心
是南京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收治
机构，目前集中收治了南京和扬州
等地的300多名确诊病例。

南京江宁区禄口街道组织党
员干部、志愿者开展登记信息、组
织采样、发放物资等工作，通宵达
旦地奋战在抗疫一线；在溧水区，
用于应急隔离的“首站公寓”加快
建设，“首站公寓”具备住宿、隔离
观察和后勤服务等多种功能，将于
8月10日前后启用。

连日来，包括国家专家组和
省、市多支医疗团队在内的近
2000名医务人员，24小时轮班坚

守一线，争分夺秒救治患者，在南京
构筑起了抗击疫情的坚固阵地。

居民生活如何保障

湖南张家界永定区南庄坪街道
的“老邻居”超市店面不大，日用品、
蔬菜水果、米面粮油装得满满当
当。老板娘吴自立说，一上班，电话
几乎没有停过，接到社区居民订货
电话，她马上安排家人送货。

记者在张家界了解到，目前大
米、油、面粉等粮油商品库存充足，
粮油批发市场及超市方面与供货商
之间的沟通顺畅，能及时补货到位。

4日8时30分，南京农副产品
物流中心，300名工作人员在分拣
着新鲜蔬菜。当天，他们要将200
吨蔬菜分装成2万份，然后送往江
宁区禄口街道封控区。群众李月英
说：“小区被封后，领到了政府发放
的菜、肉、鸡蛋，生活完全没有问题，
希望疫情赶快过去。”

记者在溧水区了解到，由区属
国有企业产业集团牵头，为居民集
中采购、配送生活物资，确保满足社
区居民日常生活需求；开通了24小
时心理咨询热线，组建了心理咨询
及心理危机干预队伍，全方位开展
心理疏导咨询服务。

针对出现的农产品供需失衡、
价格上涨状况，江苏扬州市发改委
表示，重点解决物流不畅问题，开辟
了农产品保供绿色通道，已核发通
行证3600张，根据需要还会增加，
保障物流通畅；对大型批发市场、超
市开辟了核酸检测点对点专门服
务，方便物流人员进出。这些措施
目前已收到明显效果，市场进货量
已逐步恢复，批发价格已有回落，市
场价格大幅回落。

武汉当地部分区域一度出现短
暂的囤粮、囤货情况。当地商务部
门组织引导重点商超、电商、加油站
等商贸企业全面参与市场保供工
作。全市13家重点商超200多家
门店、58家电商企业和400余座加
油站坚持正常开门营业，并相继向

社会公开承诺“保供应、不涨价”。
目前，武汉市米、面、粮、油、肉、蛋、
菜、奶等生活必需品库存充足，价格
平稳，供应正常。

关键抓“防”处置要“快”

自8月1日起，南京市新增感
染者从11例，下降到5例、3例、4
例，新增感染者人数持续保持在个
位数。4日下午，溧水区石湫街道
毛家圩村解除封闭管理；5日，南京
禄口国际机场新冠肺炎疫情首批6
名患者出院……

“南京的防控形势还处在关键
阶段。”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杨大锁
提醒说，南京各个区特别是江宁区
在集中隔离、流调溯源、医疗救治等
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还要采
取严格的防控措施，为新增病例清
零、为市民尽快恢复正常生活、为企
业能够恢复正常生产创造条件。

武汉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李涛
介绍，疫情发生后，武汉多部门联防
联控机制迅速启动，多管齐下，高效
处置，精准流调，扩大筛查，尽早实
施源头管控。

“与病毒较量，拼的是速度、争的
是时间。”武汉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
同志表示，要坚持“快、狠、严、扩、
足”，迅速切断传播链，做到封控隔离
又快又严、流调溯源又快又全、病患
救治又快又好，赢得战“疫”主动权。

扬州市有关负责人表示，要以
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严实的措施
阻断疫情传播渠道，构筑起疫情防
控的“铜墙铁壁”。各级领导干部要
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上坚决有力，
以铁的纪律抓好各项防控措施的落
实，以最大的努力阻止病毒扩散蔓
延，全力以赴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
控阻击战。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题图：8 月5 日，在南京市夫子
庙小学，志愿者引导市民有序接受
核酸检测取样。设立在南京市夫子
庙小学内的核酸检测点，为夫子庙
景区商户、附近居民等提供核酸检
测。 新华社发

关键抓“防”处置要“快”
——多地疫情防控现场扫描

新华社杭州8月5日电 杭州
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领导小
组办公室5日发布通知，其中明确，
该市限购范围内，新建商品住房项目
公证摇号公开销售时，购房意向登记
家庭数与公开销售房源数的比例大
于或等于10:1的，触发按社保缴纳
月数从多到少排序入围摇号机制。

根据通知，杭州进一步加强住
房限购：一是规定落户该市未满5年
的户籍家庭，在购房之日前2年起已
在该市限购范围内连续缴纳城镇社
保满24个月，方可在该市限购范围
内限购1套住房；二是规定非该市户
籍家庭，在购房之日前4年起已在该
市限购范围内连续缴纳城镇社保或
个人所得税满48个月，方可在该市
限购范围内限购1套住房。

同时，通知进一步完善新建商
品住房销售管理，规定该市限购范
围内，新建商品住房项目公证摇号
公开销售时，购房意向登记家庭数
与公开销售房源数的比例大于或等
于10:1的，无房家庭、普通家庭分
别按社保缴纳月数从多到少排序，
高层次人才家庭先按B、C、D、E人
才类别从高到低排序，同一类别人
才再按社保缴纳月数从多到少排
序，以一定比例入围公证摇号。多
个购房意向登记家庭均达到入围最
低社保月数的，一并入围摇号。

据悉，购房意向登记家庭社保缴
纳时间自2006年1月起算，按购房
家庭成员中在杭州市限购范围内社
保累计缴纳时间最长的一方计算。

杭州规定，该市限购范围内，新
建商品住房项目公证摇号公开销售
时，购房意向登记家庭数小于或等
于公开销售房源数的，开发企业应
采取公证摇号方式确定选房顺序并
按序售房，剩余房源可自行销售。

杭州新房摇号设立触发机制

按社保排序入围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北京
市住建委8月5日印发《关于进一步
完善商品住房限购政策的公告》，明
确规定夫妻离异的，原家庭在离异
前拥有住房套数不符合本市商品住
房限购政策规定的，自离异之日起3
年内，任何一方均不得在本市购买
商品住房。政策自8月5日起执行。

据了解，在公告发布前提交离
婚申请，尚未正式办理离婚登记的，
离婚后仍然按照原先的政策执行。

北京市住建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上半年，受需求释放、“学区
房”、违规资金流入等因素叠加影
响，北京市二手房成交过热，价格上
涨。为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
用来炒的”定位，北京保持从严调
控，着力“打补丁”“堵漏洞”，进一步
完善房地产市场调控长效机制，促
进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北京升级限购政策
堵住“假离婚”漏洞

鉴于韩国新冠疫苗接种进程多
次受“断供”影响，总统文在寅5日
提出，将投资2.2万亿韩元（约合19
亿美元），力争在2025年前让韩国
跻身世界五大疫苗生产基地。

文在寅当天在总统府青瓦台主
持一场疫苗相关会议时提出上述计
划。他说，将把疫苗、半导体和电池
列为三大“国家战略技术”，在这些
领域增加投资、提供减税等优惠，以
帮助本国企业实现关键材料、零部
件和设备生产本土化。

“我们将努力向前，在2025年
前成为全球五大疫苗生产地之一。”
他说。按照文在寅的说法，为实现
上述目标，韩国每年将培养大约
200名医学家、1万名临床试验专业
人才和 2000 名生物制药专业人
才。他希望，韩国国产一号新冠疫
苗在明年上半年投入使用。

路透社分析，文在寅定于明年
5月卸任，把新冠疫苗生产视为余
下任期的重中之重，以应对批评政
府处理疫情不力的舆论压力。

韩国保健福祉部长官权德喆
说，这笔投资还将用于支持国产新
冠疫苗研发。现阶段，7家药企定
于今年下半年开始新冠疫苗三期临
床试验。其中，SK生物科学公司将
于本月率先启动。

连月来，韩国多次因疫苗生产
商推迟交付日期影响接种计划。韩
国与美国莫德纳公司签订4000万
剂的疫苗采购合同，截至7月仅到
货115.2万剂。受此影响，55岁至
59岁人群改为接种辉瑞疫苗。

为提早获得疫苗，韩国上月和
以色列达成交换协议。以方向韩方
交付大约70万剂即将到期的辉瑞
新冠疫苗，韩方将在9月和10月从
辉瑞公司获得新疫苗后，“还给”以
方同等数量疫苗。

文在寅政府设定的接种目标是
今年9月前让70%的人接种至少一
剂疫苗。

韩国疾病管理厅最新数据显
示，今年2月启动疫苗接种以来，全
国5000多万人口中，2030万人已
接种至少一剂疫苗，占总人口
39.6%。740万人完成全程接种，占
总人口14.4%。 （新华社专特稿）

澳大利亚第二大城市墨尔本所
在的维多利亚州5日新增8例新冠
确诊病例，当天开始第六轮“封
城”。因新冠疫苗接种率低，卫生专
家称澳大利亚可能反复“封城”。

受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蔓
延影响，澳大利亚三大城市悉尼、墨
尔本、布里斯班眼下都在“封城”。

维州一周前刚结束第五轮“封
城”，第六轮暂定持续一周，“封城”
期间居民非必要不得外出。

州长丹尼尔·安德鲁斯5日说：
“我们没有足够多的人接种（新冠疫
苗），因此，这是我们唯一可行的选
项。”

澳大利亚迄今有大约20%的
16岁以上人口完成新冠疫苗全程
接种。路透社报道，由于一些国家
报告少数阿斯利康疫苗接种者出现
罕见血栓，部分民众怀疑这款疫苗
的安全性，他们想等下月更多辉瑞

疫苗到货。目前澳大利亚只供应这
两款疫苗。

墨尔本曾是澳大利亚新冠疫情
“震中”，去年8月单日新增新冠确
诊病例一度达到725例的峰值。澳
大利亚累计900多例死亡病例中，
维州占820例。

最大城市悉尼疫情同样不见好
转，6月26日开始“封城”以来多次
延长，最新结束日期定在8月底。
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5日新增
262例本土确诊病例和5例死亡病
例，为新一轮“封城”以来最高纪录。

新州州长格拉迪丝·贝雷吉克
利安介绍，新增死亡病例中，4人没
有接种新冠疫苗，另一人只接种一
剂阿斯利康疫苗。

“死亡病例中没人打完两剂疫
苗，”贝雷吉克利安说，“每个人、每
个年龄段去接种疫苗的重要性，我
再强调也不为过。”（新华社专特稿）

疫苗接种率低 墨尔本六度“封城”
卫生专家称澳大利亚可能反复“封城”

日本政府5日决定，把北海道
等地现阶段执行的防疫“准紧急状
态”扩大至另外8个县，以应对新冠
确诊病例激增状况。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日本首相
菅义伟宣布把防疫准紧急状态扩大
至福岛、茨城、栃木、群马等8个县。

防疫准紧急状态定于 8日生
效，预期施行至8月31日。

日本人口大约1.26亿。据路
透社报道，准紧急状态范围扩大意
味着日本大约七成人口需要遵守防
疫限制措施。

高传染性德尔塔变异毒株在日
本蔓延，新增确诊病例增速加快。
日本全国4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
1.4万例；累计确诊病例966907例，
接近100万例。 （新华社专特稿）

应对确诊病例激增

日本扩大防疫限制措施实施范围

以色列战机5日凌晨空袭黎巴
嫩南部地区。以色列军方认定那里
是4日射向以色列北部火箭弹的发
射点。

以色列北部4日响起警报，提
醒民众注意来自黎巴嫩的火箭弹。
以色列国防军随后在声明中说，3
枚火箭弹从黎巴嫩南部射向以色
列，其中一枚没有落入以色列境
内。作为回应，以色列炮兵部队向
黎巴嫩领土开炮。

以色列第十二电视频道报道，
落入以色列境内的一枚火箭弹在开
阔区域爆炸，另一枚遭以方“铁穹”
防御系统拦截。

以色列国防军5日说，作为对
来自黎巴嫩火箭弹的进一步回应，
多架战机袭击了黎巴嫩南部火箭弹
发射点和相关设施。

有黎巴嫩真主党背景的灯塔电
视台报道，以色列战机两次空袭黎
巴嫩南部一座小镇，那里距离黎以
边界大约12公里。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司令
斯特凡诺·德尔科尔已经同黎以双
方接触，敦促双方停火、保持最大程
度克制以避免局势恶化，特别是在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区大爆炸一
周年之际。

黎以边境自双方2006年7月
发生激烈冲突以来大部分时间保持
平静，偶有小规模交火。真主党游
击队员活跃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一
小部分巴勒斯坦武装人员也在这一
地区对以色列发动零星攻击。7月
20日，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向以色列
发射两枚火箭弹。

（新华社微特稿）

以色列空袭黎巴嫩火箭弹发射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