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类广告

遗失声明

陈伟雄遗失广州瑞德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开具的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壹张， 发票

代码：4400162320，发票号码：63220045；

已填用，已盖章，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伟雄遗失广州世衡商业市场经营管

理有限公司开具的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壹

张， 发票代码：4400163320， 发票号码：

31425999，已填用，已盖章，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遗失号码为

CAN/MBA/00186 正本提单（三正三副），声明

作废。

作废声明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遗

失游天下交通工具综合意外伤害 A 款伍佰零伍

份，号段：60990516050000156061-56565；游天

下交通工具综合意外伤害 B 款壹佰玖拾壹份，号

段：61000516050000145480-45670； 阳光人寿

交通工具综合意外伤害保险单（2014 版）肆佰肆

拾叁份， 号段：60059704031506-09、3117-34、

3208-13、3291-94、3500-03、7618-21、600597

04041563-66、1632-43、1669-73、1682-91、

1710-18、1720-23、1775-92、6525-27、6601-

07、60059704325810-12、6186-88、8579-98、

60059704330997-1004、3109-13、4060-100、

6978-7000、7011-13、7538-66、7568-660、

7787-800、8565-600、9019-22、9238-47、

9280-82、9287-91、9970-40000；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黄耀根，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401056

01035618，编号 S0592014063676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钟村红美美容养生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CN

G4K58，编号 GS262019062497，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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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员

粤机宣）

10 月 19 日，湛江机场迁建工程

开工。 不久的将来，一座崭新的湛江机场

将拔地而起， 成为带动粤西经济增长的

新引擎。 据悉，湛江新机场选址于吴川市

境内，定位为国内干线机场，拥有 30 个机

位，将可起降宽体客机。

迁建机场置换更广阔发展空间

根据《广东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

展“十三五”规划》，广东将重点打造“5+

4”骨干机场。 其中，在粤西地区重点推进

湛江机场迁建工程。

据介绍， 湛江机场从目前的霞山西

郊搬迁到吴川市， 城市和机场之间相互

制约的情况将彻底改变： 一方面释放了

湛江市的城市发展潜能， 另一方面也为

湛江机场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

间。

作为粤西地区综合交通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 湛江机场的迁建对粤西地区

进一步完善综合交通体系至关重要。 迁

建湛江机场， 优化升级湛江机场空中航

线网络和地面交通网络， 将为粤西地区

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拥有 30个机位可起降宽体客机

据了解， 湛江机场迁建工程选址于

吴川市境内。 机场北靠 G15 高速、南靠茂

湛铁路，距湛江市中心直线距离 32 公里。

湛江新机场将能更好地兼顾湛江和茂名

两地的航空需求， 对粤西地区的辐射作

用将会更强。

湛江机场迁建工程本期航站区工程

建设包括航站楼、高架桥、停车场等；飞

行区工程建设包括道面工程、排水工程、

站坪工程等； 机场消防救援工程建设包

括机场消防执勤点、 飞行区消防供水系

统、救援(

急救

)中心等。 本期同期建设航

管工程和供油工程，其中航管工程包括航

管、导航和气象工程等；供油工程建设包

括航空加油站、油库、地面加油站等。

湛江新机场定位为国内干线机场，机

场工程飞行区等级为 4E

（具备起降波音

787

、空客

330

等宽体飞机、直航欧美的能

力）

，本期计划建设一条长 3200 米的跑道

和一条等长平行滑行道，30 个停机位，一

座建筑面积 6.18 万平方米的航站楼和相

关运行保障设施。

“两步走”争创一流干线机场

迁建后，湛江机场的国内重点航线和

国际航线将得到快速增长，航线网络进一

步辐射全国乃至东南亚、 东北亚地区，努

力拓展欧美航线， 机场吞吐量有望大幅

提升。 同时，湛江新机场软硬件设施也将

明显增强，与机场配套的高速公路、轨道

交通和高铁将构筑一个立体式的湛江新

机场综合交通枢纽体系。

湛江机场以“争创一流干线机场”为

目标，对机场迁建前后做出分“两步走”的

计划。 第一步，转场前(

目前至

2021

年

)，

湛江机场逐步建设为粤西和环北部湾地

区重要的支线机场。到 2021 年，湛江机场

年旅客吞吐量力争实现 400 万人次以上

的目标。通航城市 45 个，航线网络基本覆

盖全国。 湛江航空口岸对外航开放，国际

和地区客流量争取超过 15 万人次。

第二步，转场后(2022

至

2025

年

)，湛

江机场争取建设成为一流的干线机场。

预测湛江新机场 2025 年旅客吞吐量

1000 万人次， 迈入千万级机场行列。 届

时，湛江机场将引进 1 到 2 家基地航空公

司，通航城市超过 60 个，国内航线网络辐

射全国大中城市、重点旅游城市，国际和

地区航线从东南亚地区向东北亚扩展。

湛江机场要建设成面向东盟的重要国际

客运中转中心， 到 2025 年国际和地区客

流量力争达到 25 万人次。

湛江机场迁建 设30个机位

新机场选址吴川市，将可起降宽体客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廖温勃 通

讯员 韩文青 ）

静脉血栓栓塞症

（

VTE

）

已成为第三大心血管“杀

手”，是医院内住院患者非预期死

亡的重要原因；因为发病隐秘，是

导致医疗纠纷的主要根源之一。

昨日， 由钟南山院士倡导的广东

省肺栓塞和深静脉血栓防治联盟

（下称联盟）

正式宣告成立，将推动

广东省整体VTE防治水平提升。

静脉血栓栓塞“青睐”住院病人

静脉血栓栓塞症是指血液在

静脉内不正常凝固， 使血管部分

或完全阻塞，其中包括两种类型，

深静脉血栓形成时血凝块发生在

腿部深静脉中， 肺栓塞则是腿部

的深静脉血栓脱落， 随血流转移

至肺部，形成肺栓塞，可能迅速导

致死亡。

“我国每年50万~60万的猝死

人群中，肺栓是主要原因之一；同

时， 在60岁以上的住院病人中，患

下肢静脉血栓的比例高达9%。 ”钟

南山院士指出，静脉血栓栓塞症广

泛出现在住院病人中， 涉及骨科、

妇产科、肿瘤科、ICU等多科室。广

东中医务工作者，需要通过培训授

课和形成静脉血栓栓塞症评估和

治疗的“广东共识”，改善现状。

静脉血栓栓塞症的治疗方法

有溶栓、抗凝和球囊扩张治疗。 钟

南山院士表示，“很多人都知道要

用抗凝治疗， 但抗凝药物需要使

用多长时间，却没有一个清晰的共

识。 ”他指出，目前评估和用药时

使用国外的标准， 并非完全可适

用于国人， 因此探索中国特色的

VTE管理项目尤为重要。

预防和评估可减少80%发生率

虽然静脉血栓栓塞症发病隐

秘，后果严重，但也并非不可避免

和预防。 联盟管理委员会主席，广

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张挪富

副院长介绍， 住院病人成为静脉

血栓栓塞症“青睐”的对象，院内管

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术后没有预防和评估高危因

素患者，医院重视程度不够是目前

的主要因素。 ”张挪富表示，应在

术后及时评估，对指标出现异常的

患者及时使用抗凝药物或者物理

手段预防血栓的形成， 提高医疗

质量。“80%的深静脉血栓可以预

防，另外20%也可通过早期诊断及

早治疗。 ”

记者获悉， 目前联盟单位包括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

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广东省人

民医院、广东省中医院等40家医院，

建设单位包含省内各地约90家医

院。钟南山院士指出，通过联盟的成

立，希望多学科建立大数据平台，力

争做好三级预防；同时，借助广东中

医药发展的优势， 介入预防和治疗

中，提高中医药在其中的作用。

据新华社电

九寨沟风景名胜

区管理局 19 日发布消息称，19 日

起，景区单日游客接待最大限量由

之前的 5000 人次调整至 8000 人

次。

该消息称，这一调整是根据九

寨沟景区灾后恢复重建推进情况

和近期景区恢复开园试运行情况

作出的。 景区开放区域、游览时间

及方式、接待对象、门

（车）

票价格、

购票方式等相关事宜，仍按九寨沟

管理局 9 月 23 日在景区官网发布

的《九寨沟景区关于部分区域恢复

开放

（试运行）

的公告》内容执行。

9 月 27 日，九寨沟景区历经两

年重建，85%的区域正式恢复开放，

开放区域为扎如沟的扎如寺、日则

沟的诺日朗至五花海段景点、树正

沟

（火花海除外）

和则查洼沟，游客

采取乘车和步行相结合方式游览。

据九寨沟管理局介绍，九寨沟

开放景区的游览时间为每日 8 时

30 分至 17 时， 目前只接待旅行社组

织的团队游客。景区实行淡旺季票价，

需提前在指定网站实名制预约购

票，旺季每张 169 元，淡季 80 元。

交通方面，九黄机场已于 8 月

8 日恢复通航， 进入九寨沟的三条

路线全线畅通，九寨沟县交通通达

能力恢复甚至超过震前水平。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上海检察

机关获悉，上海市《关于建立涉性

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限制制度

的意见》出台以来，多家检察院已

展开具体行动，已有数人被处置。

今年 4 月，上海市《关于建立

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限制

制度的意见》出台。 该意见明确了

用人单位在招录员工过程中的审

查和筛选义务。 用人单位应当对拟

录用人员是否存在性侵害违法犯罪记

录的情况进行审查， 并可以向公安机

关进行核实。 如果发现拟录用人员

存在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的，则不

予录用。 对于本单位的在职员工，

也将逐步进行核查和处理。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介

绍，该院联合青浦区教育局、公安

部门开展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行

业从业查询工作，对辖区所有中小

学校

（幼儿园）

教职员工、从业人员

共计 13844 人进行性侵害违法犯罪

记录核查。

经查询，3 所学校内 2 名餐饮

工、1 名勤杂工共计 3 名从业人员

有猥亵、介绍卖淫等刑事、行政处

罚不同程度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

上海市青浦区检察院遂督促启动

从业限制程序，目前，相关学校已

对上述人员全部予以清退。

今年 9 月 ， 嘉定区形成了相

关实施细则， 明确 16 家成员单位

的监督管理责任， 进一步明确了

各用人单位的职责与要求， 规定

了查询的具体方式、 衔接配合机

制等内容。

广东肺栓塞和深静脉血栓防治联盟成立

八成深静脉血栓可预防

上海出台“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限制制度”半年

多人有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被处置

九寨沟景区每日游客限量增至800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