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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本人因不慎，遗失驾驶

员 从 业 资 格 证 ，证 号 ：
4428291968050136， 类
别：危货驾驶员，客运驾驶
员，货运驾驶员。现声明作
废。

挂失人：许荣松
2020年4月13日

遗失声明
本单位因不慎，遗失字

样名称为“云浮市肥田雄胜
石业有限公司”的公章一枚，
编码为：4453020043022。
现声明作废。
挂失单位：云浮市肥田雄胜

石业有限公司
2020年4月13日

遗失声明
本单位因不慎，遗失名称

为：云浮童蒙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邓名星，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
91445302MA52YGXD3P 的
营业执照副本。现声明作废。
挂失单位：云浮童蒙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
2020年4月13日

寻找弃婴（弃儿）生父母公告
2018年 7月 16日 14时，在云浮市

云安区六都镇莲塘村公路上捡拾到一
名男弃童，主要特征：约 4岁，上身穿着
灰色背心，下身没有着裤子。请孩子的
亲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
与 曾 卫 红 联 系 ，联 系 电 话 0766 －
8638922 ，联系地址:云安区福利院（民
政局）。即日起 60日内无人认领，孩子
将被依法安置。

云浮市云安区民政局
2020年4月10日

新华社广州4月12日电（记者
杨淑馨）日前，记者从广东省教育厅
了解到，为保障开学后师生的安全，
全体教职员工在返岗前需进行核酸
检测，检测结果阴性，并且无发热、干
咳乏力等疑似症状，方可返校返岗。

经广东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
挥部研究决定，广东各级各类学校学
生自4月27日起，分期、分批、错峰返
校。为了保证师生平稳、有序、安全

返校，广东将进一步完善并落实好校
园疫情防控方案，织密织牢全员、全
过程、全方位防控工作网络，精准掌
握疫情防控重点地区教职工、学生返
校前 14天的健康状况，在确保安全
的情况下，分院系、分年级、分班级、
分省份、分批分期有序错峰返校。大
专院校要独立设立健康观察区，完善
设备设施、专业人员、医疗条件和生
活条件的保障。

此外，广东将加强重点群体人员
的健康管理和服务。4月 8日以后，
从武汉返粤的师生应当居家或者是
在校内健康观察满14天，且核酸检
测阴性者方可参加正常的教育教学
活动。境外返粤的师生要报告社
区，并根据学校所在地政府的要求
进行健康管理，无异常的方可返
校。全体教职员工在返岗前进行一
次核酸检测，检测结果阴性，并且

无发热、干咳乏力等疑似症状，方可
返校返岗。

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王创表示，
广东还将在返校前做好物资保障、加
强校园环境整治、加强校园应急演练
等方面的工作。同时，加快完善和规
范中小学卫生健康副校长的配备，各
地抽调卫生专业人员进驻学校，指导
学校开展日常防控工作，确保每所学
校至少要有1名医护人员。

广东：全体教职员工
在返岗前需进行核酸检测 新华社乌鲁木齐4月 12日电

（记者 孙哲 尚升）新疆银行业将
信贷产品整合与疫情防控支持政策
相结合，借助线上平台，推出复工
应急贷、抗疫贷等产品，1月 20日
以来已向复工复产企业发放贷款
36.35 万笔，贷款金额 1448.91 亿
元。

截至 2019年底，新疆中小微企
业共 33 万多户，占全区企业总数
99%以上。此前，新疆出台《关于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中小微企业复

工复产健康发展的十六条措施》等文
件，加大对中小微企业财政金融扶持
力度，多层面支持中小微企业复工复
产健康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
行负责人介绍，新疆各金融机构不断
创新产品、提升服务，把营销推广“复
工贷”作为支持小微企业的重点业
务，有效满足了小微企业融资需求。
同时启动应急贷款绿色通道，加快审
批投放，全力支持复工复产和地方社
会经济发展。

新疆为企业发放近
1449亿元“复工贷”

“3400万元贷款利息暂缓收取，
计息周期由按月修改为利随本清。”
鞍山市时代建材有限公司董事长焦
任清最近松了一口气，在当地政府与
金融机构帮助下，企业大幅减轻了短
期资金支付压力，通过修改计息方
式，企业的复利支出也大幅减少。

在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
个战场上，解决融资难题，对大多数
企业而言，十分关键。

得到纾困的不止鞍山市时代建
材有限公司。记者 3月中旬在辽宁
沈阳、大连、鞍山、盘锦等地走访时了
解到，面对复工复产，一些民营企业
特别是中小企业在资金上遇到了一
定困难。一个月过去了，记者回访企
业时，很多企业表示资金问题已得到
一定程度缓解。

“港杂费全免，1个月至少减少
1000万元的成本。”恒力石化（大连）
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许锦说，在国家
相关部委和大连市金融发展局帮助
下，企业获得了 3.3%利率的低息补
助性贷款 20余亿元，保障了复工复
产的顺利进行。

为纾解中小企业生存压力，辽宁
省按照属地化原则，协调解决中小企
业复工复产困难和问题。对重大事
项，按照“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原
则，简化流程、快审快批。

沈阳市北华医材有限公司是一
家防疫用品生产企业，在了解到该企
业生产流动资金出现困难后，当地工
信部门主动帮助企业与银行对接，并

启动应急审批程序，“采取先贷款，后
补充材料的办法，10天为企业筹集
了200万元低息贷款，及时为其融资
纾困。”沈阳市工信局产融处副处长
高百涛说。

早在2月中旬，辽宁省金融监管
局、人民银行沈阳分行等7部门就联
合出台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加强金融
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平稳发展的措
施。从加强对相关企业的金融支持
等三个方面，通过细化财政贴息等
20余项具体措施，加大对重点防疫
企业和复工复产企业支持力度。

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贷款
提供财政贴息；在人民银行 80亿元
支农支小再贷款政策基础上，对获得
再贷款支持的“三农”主体、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再给予贷款额1%的财
政贴息；在地方税收权限内，减半征
收中小企业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
税……一个多月来，在助推企业复工
达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
面，各项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密集出
台。

银行机构加大信贷投放力度，为
相关企业提供优惠利率信贷。按照
人民银行3000亿元抗疫专项再贷款
使用要求，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辽宁
省金融监管局等部门组织辽宁省内9
家大型银行，向辽宁被列入全国重点
保障名单的64家企业发放优惠贷款，
为重点医疗防控物资和生活必需品
生产、运输和销售的重点企业提供发
展“活水”。（新华社沈阳4月12日电）

辽宁民营企业融资
纾困状况追踪

新华社记者 白涌泉

扶贫车间生产忙
4月11日，化德县七号镇安业村村民在扶贫车间制作扫帚。
连日来，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化德县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积极组织扶贫车间复工复产，帮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业。（新华社记者 彭源 摄）

深山峡谷筑路架桥忙
4月12日，在云南省普洱市景东县境内，中铁十八局集团公司的建设者

在文新1号大桥上进行铺架作业。
担负云南墨临（墨江——临沧）高速公路文新1号大桥施工的中铁十八

局集团公司，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加紧施工。墨临高速公路全长约236
公里，穿越无量山、哀牢山等高山峡谷，是西部开放省份连接东南亚的主要交
通干线之一，将于2020年底建成通车。 (新华社记者 杨宗友 摄)

紧抓农时保生产
4月11日，工人在贺兰县立岗镇供港蔬菜种植基地喷药。
近日，宁夏银川市贺兰县各供港蔬菜基地迎来春季生产旺季。据了解，

今年宁夏供港蔬菜种植面积共24.13万亩。 (新华社记者 王鹏 摄)

新华社合肥4月12日电 （记
者 徐海涛）记者从安徽省民政厅获
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省各
地采取价格补贴、生活补贴等方式保
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截至目前已发
放价格临时补贴 22170.9万元，救助
421.82万人次。

据介绍，为掌握困难群众生活状
况，安徽各级民政干部通过电话、微

信、上门、信息平台等多种方式排查，
掌握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等群体
的生活状况。为提升救助时效，简化、
优化审批程序，推行审核审批权下放
和流程网上办理。

淮南市财政支出 1581万元，向
全市13.17万名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供
养对象和孤儿，按照每人120元的标准
发放一次性临时生活补贴。

芜湖市开辟了社会救助绿色通
道，对疫情期间申请低保、特困的家庭，
在24小时内落实临时救助，再利用大
数据资源，以线上信息核对和电话求证
等方式，开展家庭经济状况核查，将办
理时限压缩到10个工作日内。

安徽密切关注居民消费价格及食
品类价格变化，对达到价格临时补贴机
制启动条件的，及时启动社会救助与物

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将价格临时补贴
足额发放给困难群众。

截至目前，全省已为困难群众发
放1月、2月价格临时补贴22170.9万
元，救助 421.82万人次，包括低保对
象、特困供养对象和低收入家庭。下
一步，安徽将进一步编密织牢基本民
生保障网，及时调整提高低保标准和
补助水平。

安徽向困难群众发放价格临时补贴2.2亿多元

新华社昆明4月11日电（记者
林碧锋）记者 11日从云南省人社
厅获悉，疫情防控期间，云南稳步推
进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工作为企纾
困。截至 3月 31日，全省已发放失
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 6.15亿元，惠
及 3.9万余户企业的 152.77万名职
工。

云南省人社厅有关负责人介
绍，云南省人社厅、省财政厅、省发
改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通知明确，
符合相关条件的失业保险参保缴费
企业，根据其上年度实际缴纳的失
业保险费，大型企业按 50%的标准
（深度贫困地区按60%的标准）、中

小微企业按 100%的标准给予稳岗
返还。

针对符合相关条件的困难参保
缴费企业，按 6个月的当地月人均
失业保险金和参保职工人数确定数
额，给予暂时性困难企业失业保险
稳岗返还。返还资金主要用于职工
生活补助、转岗培训、技能提升培训
等相关支出。

据介绍，从 2020年起，云南将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的审核权限下放
至县（市、区）人社部门，着力简化工
作流程。目前全省 16个州市已实
现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网上办理，进
一步整合资源、压缩办理时限。

云南发放6.15亿元
稳岗返还资金
惠及152万余名企业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