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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百宝 奋斗百年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神州巡礼

本人不慎遗失由贵州苑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
南州国际南郊广场房号为6-1-602交款收据两张，收据号：
（0026915、0021306），金额：110649元整，特声明作废。

赵树猛
2021年6月17日

本人不慎遗失由贵州苑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
南州国际御学府 1-1-2601住宅首付款收据两张，收据号：
0043174，金额：2000元整；收据号：0043024，金额：18000元
整，总金额：20000元整，特声明作废。

龚薇茗
2021年6月17日

本人不慎遗失由贵州苑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

南州国际御江府B区车位认筹金收据，收据号：0020223，金
额：10000元整，特声明作废。

童雁
2021年6月17日

瓮安县新益康大药房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许可证编号：JY15227250005683，特声明作废。

瓮安县新益康大药房
2021年6月17日

本公司不慎遗失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 1份，设备代码
为:421010F2620171008,特声明作废。

都匀开发区茂源建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7日

遗失启事

段定明（性别：男 身份证号：522725195508200997 年
龄：66岁 民族：汉族 住址：贵州省瓮安县平定营镇三合村
大树子组 联系电话：13984445029）：

2021年 3月 16日，本机关执法人员检查发现你（单位）
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开展诊疗活动，其行为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本机关拟对
你(单位)作出没收违法所得肆佰元整(￥400.00)，并处以罚款
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和第三
十二条规定，你（单位）享有对此进行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请于 2021 年 6月 21 日前到 福泉市卫生监督局 进行陈述

和申辩或提交书面陈述和申辩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一

款规定，你（单位）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你（单位）要
求听证，应当在收到本通知后3日内提出申请。逾期视为放
弃听证。（在□内打“√”的为当事人享有该权利。）

联系电话：0854-2225204
联系人：兰莹
地 址：福泉市金山办事处金鸡山西路卫生健康局大

楼
邮政编码：550599

福泉市卫生健康局
2021年 6 月 17 日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文号：福卫健医告字[2021]005号

本公司（深圳三方圆检测监管服务有限公司）不慎将盖
有黔南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印章的空白抽样告知书遗失，告
知书编号：NO.0000192-NO.0000383,共计 192 份，特声明
作废，因不慎遗失抽样告知书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均由
我公司承担，与黔南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无关，特此声明。

深圳三方圆检测监管服务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7日

声 明

√

新华社华盛顿6月15日电（记者 谭晶晶）美国国家卫
生研究院研究人员15日在美国《临床传染病》杂志上报告，
美国5个州在官方公布首例新冠确诊病例之前已出现新冠
感染病例，这表明新冠病毒2019年12月就已在美国出现。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在一份声明中称，这一研究结果
也支持了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此前与此相同的研究发
现。

美国疾控中心呼吸道病毒免疫学团队首席研究员娜塔
莉·索恩伯格接受美媒采访时评价说，这些研究前后一致，
美国很可能更早就出现了罕见的零星病例。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对2020年1月2日至
3月18日期间从全美50个州采集的24079个血液样本进行
了新冠抗体检测和分析。结果发现，有 9个样本呈抗体阳
性，其中7例来自伊利诺伊州、马萨诸塞州、威斯康星州、宾
夕法尼亚州和密西西比州的阳性病例，时间早于这 5个州
公布的首例确诊病例时间。

论文指出，检测为阳性的样本中最早是 2020年 1月 7
日在伊利诺伊州采集的样本。从感染新冠病毒到抗体出现
的中位时间为 14天，这表明新冠病毒最早可能在 2019年
12月24日就已在伊利诺伊州出现。

本次研究的主要作者、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共
卫生学院副教授克丽·阿尔特霍夫表示，当时由于检测受
限，公共卫生部门可能未能发现新冠病毒在已知地区之外
也有传播。对血液样本进行新冠抗体检测有助于更好地了
解美国疫情暴发初期新冠病毒传播状况。

美国研究报告：

2019年12月，新冠病毒已在美国出现

新华社东京6月16日电（记者 刘春燕）日本财务省16
日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海外主要市场快速恢复拉
动，日本5月出口同比大幅增长。

数据显示，由于汽车、汽车部件、钢铁等领域出口显著
增长，日本5月出口额同比大增49.6%至6.26万亿日元（1美
元约合 110日元），连续 3个月增长。与新冠疫情暴发之前
的2019年同期相比，当月出口额约增长7%。

进口方面，受进口疫苗及能源价格上扬等因素影响，5
月进口额同比增长27.9%至6.45万亿日元。当月贸易逆差
为1871亿日元。

从国家和地区来看，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复苏，对半导体
制造设备、汽车及原材料的需求保持旺盛，当月日本对中国
出口额同比增长23.6%，连续11个月增长，中国继续保持日
本最大出口市场地位。

由于欧美汽车市场明显恢复，当月日本对美国出口额
同比增长 87.9%，对欧盟地区出口额同比增长 69.6%，均连
续3个月增长。

日本5月出口同比大增

6月15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小朋友在老师
带领下出游。

美国加州于6月15日解除防疫等级限制的相关规定，
全面恢复开放经济活动。

新华社发（董旭东 摄）

随时随地拿出手机查看天气，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
——温度精确到每小时，湿度、风力、降水概率等详细罗列，
强对流、大雾天气、寒潮降温等预警信息也能及时掌握。这
背后，是我国气象事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程。

卫星高悬“天有可测风云”
今年 6月初，风云四号B星成功发射。作为我国新一代

静止轨道气象卫星风云四号系列卫星的首发业务星，风云四
号B星将与在轨运行的风云四号A星协同组网观测。

“风云四号 B 星作为业务卫星，各项性能指标要求更
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风云四号卫星系统总设计师董
瑶海说，B星在A星每5分钟对我国及周边区域成像1次的基
础上，能够实现百万平方公里区域1分钟级连续观测成像。

先进技术加持，让风云四号B星得以实现高频率、高精
度、高灵敏。

“这将帮助预报员更灵活地观察台风、暴雨等中尺度灾
害性天气的结构及其演变的精细化动态，也让短时强降水、
飑线、雷暴等小尺度、短生命史、破坏性大的强对流天气更容
易被识别和捕捉。”风云气象卫星工程副总设计师张志清说。

1970年，我国开始独立自主研制风云卫星。50多年来，
我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走出了一条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从
弱到强的奋斗之路。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少数同时拥有极轨和静止气象
卫星的国家和地区之一。“风云家族”被世界气象组织纳入全

球业务应用气象卫星序列，成为空间与重大灾害国际宪章机
制的值班卫星。风云气象卫星正持续为 118个国家和地区
提供数据产品和服务。

“风云”高悬，使我们的天气预报更加精准，为防范抵御
气象灾害提供了有力支撑。

全面观测 深度融入各领域
除“正在服役”的极轨气象卫星、静止气象卫星进行空间

观测外，经过70多年努力，我国气象观测系统从以地面人工
观测为主发展到“地—空—天”一体化综合气象观测网。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气象台站只有 101个，难以满足
生产生活需要；气象仪器设备简陋，几乎全部依赖进口；气象
专业技术人才短缺，全国仅600多人……

据中国气象局综合观测司副司长裴翀介绍，目前我国
有国家级地面观测站 10920个，构成了陆地平均 29公里空
间分辨率的基本气象要素观测网，对天气、气候监测和预
报起支撑作用。同时，现有 120个高空气象观测站实现了
高空秒级数据连续探测，224部新一代天气雷达投入业务运
行。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各行各业对气象服务的需求越来越
专业化、多样化，“+气象”应运而生。

在安徽，气象部门为全省 26个风电项目提供气象资料
统计分析等服务；在江苏，“智慧交通气象2.0”实现高密度连
续观测，解决道路暗冰、团雾监测、少站点道路天气观测等难
点。

“放眼全国，我们已建成国家、省、市、县四级突发事件预
警信息发布系统。多地建立了重大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快速

发布‘绿色通道’，公众可以通过电视、广播、手机短信、社交
媒体等渠道第一时间获取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我们还在农
村建立了气象预警大喇叭、气象信息员队伍，努力推进气象
灾害预警信息到村到户到人。”中国气象局应急减灾与公共
服务司司长王志华说。

精准预报 智慧服务百姓生活
2020年夏天，安徽巢湖防汛形势危急。气象部门投入

国家级高时空分辨率预报产品、流域水文气象实时预报产
品等进驻防洪一线，为“巢湖保卫战”打出提前量。

近年来，气象预报准确率稳步提升。数据显示，目前
暴雨预警准确率达到 89%，强对流预警时间提前至 38 分
钟，台风路径预报24小时误差减小到65公里。

气象服务也不再局限于预报气温、风和降水，而是将
气象与生活方方面面相结合，衍生出穿衣指数、晨练指
数、护肤指数、洗车指数、花粉过敏指数等公众气象服务
产品。

在福建有星空预报，在吉林有雾凇预报，在黄山有云
海预报，在新疆昭苏县有彩虹预报……

以前，人们获取的气象信息有限，只能守在广播、电
视前仔细收听、收看天气预报；现在，人们可获取的气象
产品琳琅满目。公众可以随时随地了解自己当前所处位
置、即将去往地点是什么样的天气，还可以知道未来一小
时或几小时包括降雨量、气温和湿度等要素的变化。

知冷暖、伴出行、惠生活，“风云”激荡，更加智慧的
气象服务将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风云”激荡谱新篇
——我国气象事业成就综述

新华社记者 黄垚

在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的苟坝村，有一个
红军马灯馆，陈列着30盏马灯。一盏盏马灯造型各异，积
淀着历史的风霜。

80多年前，一盏盏马灯见证着一段珍贵历史。
1935 年 2 月下旬，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再次占领遵

义。3月 10日凌晨，中革军委接到红一军团的急电，请求
攻打打鼓新场 （今贵州金沙县城） 守敌。打鼓新场堡垒坚
固，易守难攻。1935年3月10日至11日，中央红军在苟坝
村召开扩大会议，围绕打还是不打，一场激烈争论在苟坝

展开。
对此，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在 《长征行》

一书中，作了详细记述：会开了整整一天，争论很激烈，
只有毛泽东一人不同意打，反复强调不能打固守之敌，不
能“啃硬的”，应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

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中回忆：“别人一致通过要
打……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
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
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

大家说服了。”
后来得知，蒋介石已令重兵驰援打鼓新场，红军如果

真去硬攻，必将陷入重围。
3月中旬，中央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

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首，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如今在苟坝，当年毛泽东走过的田埂小路被命名为

“毛泽东小道”。从毛泽东当年住地出发，步行前往当时周
恩来居住的长五间，大约 1.5 公里的路程。窄窄的乡间小
道，坡坡坎坎，弯弯绕绕。

“苟坝会议是我们党探索科学的民主集中制的一次重要
实践。”遵义市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张黔生说，苟坝会议表
明，共产党员讲大局、有担当，发扬党内民主，最终作出
符合实际的科学决策，走上正确的道路。

新华社贵阳6月16日电

马灯照亮光明路
新华社记者 刘智强

这是6月16日拍摄的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无人机照片）。
6月16日，坐落于江苏扬州三湾古运河畔的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正式开馆。据介绍，该馆总面积约7.9万平

方米，分为展馆、内庭院、馆前广场、大运塔和今月桥5个部分，是国内首座集文物保护、科研展陈、社会教育为一体
的现代化综合性运河主题博物馆。

截至目前，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已征集到从春秋至当代反映运河主题的古籍文献、书画、碑刻、陶瓷器、金属
器、杂项等各类文物展品1万多件（套），堪称一部大运河“百科全书”。在展示大运河相关文物的同时，博物馆也采
用还原历史场景、多媒体化呈现等多种方式，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一场运河的“穿越之旅”。

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记者 邹多为 魏玉坤）国家统计
局16日发布的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显示，随着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国民经济持续恢复，继续呈现稳
中加固、稳中向好态势。

数据显示，5月份，生产需求持续恢复。全国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8.8%，两年平均增长6.6%；环比增长0.52%。全
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2.5%，两年平均增长同为6.6%，两
年平均增速较4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

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消费增长加快。1至5月
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93917 亿元，同比增长
15.4%，两年平均增长4.2%，比1至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5月
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5945亿元，同比增长12.4%，两年平均
增长4.5%，比上个月加快0.2个百分点。

进出口保持快速增长。5 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 31361 亿
元，同比增长26.9%。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8.1%，进口同比增长
39.5%。进出口相抵，贸易顺差2960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5月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数据显示，1至 5
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574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 52.2%。5月
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比4月下降0.1个百分点，其中
25至 59岁就业主体人口的失业率为 4.4%，比上月下降 0.2个百
分点。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分析说：“总的来看，5月份
我国经济运行保持稳定恢复。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全球经济复
苏和疫情防控仍存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国内经济持续恢复基
础仍需巩固。”

他表示，下阶段，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慎终如
始抓好疫情防控，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
加快释放内需潜力，着力畅通经济循环，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
区间，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5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定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