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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放

▲

就网友广泛关注的福州一高考考点
提前打铃一事，福建省教育厅9日凌晨公
告表示，将依法依规认真严肃处理。

据通报，6月7日上午，福建省福州
市仓山考区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考点
高考语文学科考试提前2分40秒打结束
铃。接报后，福建省教育厅即派员前往
现场开展调查，福建省教育考试院及时
封存考场所有相关资料。

记者了解到，由于不少考生未完成
答卷，考生家长通过便民服务平台、电话
等方式投诉此次高考事故。

官方初步认定，这是因工作失误造
成的事件，将依法依规严肃追究责任。
对于事件给考生可能带来的影响，福建
省教育厅责成福建省教育考试院，本着
公正公平原则，按照相关规定组织评估
和处置。

为稳定考生情绪，福建省教育厅要
求各考点切实做好考务组织服务保障
工作，坚决杜绝类似事件再发生。相关
部门将在高考结束后拿出进一步处理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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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张雁杰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本，编号JY25001080212299，声明作废◆封志成遗失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
证书，编号：涪中10001833，声明作废◆遗失人保财险江北支公司，交强险保单单证号AE
DZAE0020DA0，流水号50002000017838，作废。◆遗失重庆树勤物质有限公司备案回执，
编号50011420200817034，声明作废◆遗失城口县兴欣餐馆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本）编号JY25002290071981声明作废◆重庆峰咏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
一枚，编号：5001078106452，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瑞奕医疗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
财务章、私章。编号：91500000MA5YXPWL0Y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聚众壹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奥格赛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壹
枚，发票专用章号码：5002272007685声明作废。◆遗失刘永芬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JY15001170061382作废◆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北碚分公司原收据
已经遗失，收据号为NO：0083357，以登报声明作废◆遗失舒艳秋之子蒋济州于2015年1月7日21时41分在重庆
市中医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356815，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博众水电建设有限公司工
会委员会工会法人资格证书正本，
工法证字第231300135号，声明从
2021年6月10日见报起作废。

韦朋辉（身份证510283198306099217）遗
失叉车司机证，编号180460005；遗失桥门
式起重司机证，编号18056503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本人胡红兵，个体经营户税
号92500103MA5Y6G7325。遗失在
重庆市中信银行解放碑支行开户预留
的：重庆市渝中区木货街装饰材料经
营部公章及财务专用章，特声明作废。

遗失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宜巴线
下牢溪桥危桥改造工程项目经理部在
中国农业银行三峡葛洲坝支行的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L5260000470001，账
号17389101040015056）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鸿胜合科技有限公司公章壹枚
（编号5003834092484）、财务专用章壹枚
（编号5003834092485）、发票专用章壹枚
（编号5003834092486）、叶强法人名章壹
枚（编号5003834092487），声明作废

公 告
莲花秦家院片区（西侧）项目拟被征收人：

莲花秦家院片区（西侧）旧城区改建（棚户
区改造）项目于2020年3月2日被巴南区人民
政府（巴南府﹝2020﹞7号）确定为征收项目。现
秦家院片区（西侧）（莲花秦家院19号-92号）已
启动，请秦家院西侧（莲花秦家院19号-92号）
征收范围内未被调查登记的拟被征收房屋产权
人及其他合法权利人携带相关证明材料及时到
秦家院项目征收现场办公室进行登记确认。
联系人：丁国华 联系电话：61766716
现场办公室地址：重庆市巴南区莲花街3号

（原莲石派出所办证大厅）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莲花街道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6月8日

◆何诗思遗失2021年5月26在成都天怡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两江新区分公司签订装修合同编号TYM202009075作废。◆重庆汇滨消防器材经营部原公章（编号5001127
092893）已模糊，现已停止使用原公章，特此声明！◆遗失黄晓青保险执业证02000750000080020161128340作废

债权债务公告
我公司承建八一及向阳隧道美化整治工

程(第二次)施工项目已完结。该项目农民工工
资及项目材料款已全部结清。如有疑问请于
公告发出30日内联系本项目财务人员孙老师，
电话15310677481，逾期自负。特此公告！
黑龙江省华龙建设有限公司 2021年 6月10日

关于津辉·半山府邸项目3、4号生化池
修改的公告

各利害关系人：
本工程位于江津区滨江新城。该项目按相

关程序已办理工程规划许可。现重庆津辉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对该项目3、4号生化池修
改，我局将于2021年6月13日至2021年6月19
日在江津区人民政府网站（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公示板块）、区规划展览馆及项目所在地对变更情
况进行公示、告知听证权利。具体内容请到江津
区人民政府网站、区规划展览馆及项目所在地现
场查看，欢迎相关利害关系人提出宝贵意见。

特此公告
2021年6月10日

联系单位：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元帅大道36号
邮 编：402260
联 系 人：郑先生 联系电话：47696252

债权债务公告
我公司承建国网重庆南岸供电公司劳模创

新工作室升级整改施工项目已完结。现对该工程
项目部及项目经理承包施工的债权债务进行清
理，请存在合法债权债务关系的企事业及自然人，
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按合法手续到我公
司财务部进行登记。如逾期，按自动弃权及相关
法律法规处理。特此公告！电话：023-67755211
重庆渝港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2021年 6月10日

遗失重庆市渝北区房友地产顾问有限公司开具给重庆市源川房
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的已盖财务专用章收据 4 份，编号
8212545金额15000元(大写：壹万伍仟圆整)、编号1242720金
额5000元(大写：伍仟圆整)、编号2949168金额5000元(大写：伍
仟圆整)、编号3010340金额5000元(大写：伍仟圆整)，声明作废
易雪梅遗失重庆市模具产业园区开发建
设公司开具的收款收据3份，收据号码
2001514，金额：12899.83元；收据号码
2001513，金额：105592 元；收据号码
2000684，金额：20000元，声明作废

关于江津·锦绣新城二期22#、23#、25#楼
及地下车库局部修改的公告

江津·锦绣新城业主及相关利害关系人:
该项目位于江津区滨江新城，目前正在申

办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现建设单位重庆鑫
滨港房地产有限公司申请对经依法批准的22#、
23#、25#楼及地下车库进行局部修改。重庆市
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将对修改情况进行公
示，公示时间为2021年6月13日-2021年6月
19日，公示地点为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网站
政务公开规划信息板块、江津区规划展览馆、项
目现场，告知听证权利。具体内容请到重庆市
江津区人民政府网站政务公开规划信息板块、
江津区规划展览馆规划公示栏、项目所在地现
场及查看，欢迎相关利害关系人提出宝贵意见。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元帅大道36号
邮 编:402260
联 系 人:张老师 联系电话:47696915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2021年6月10日

停车位经营权拍卖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本公司定于2021年6月17

日15：00时整，在重庆市梁平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公开举行本场拍卖会，现公告如下：

本次拍卖标的为委托人位于重庆市梁平区内
的停车位经营权（共48614个，详见清单），经营权
期限为30年，起拍价：105000万元。自公告之日
起进行展示报名，竞拍人须于2021年6月16日下
午16:00前（银行到账时间为准）向本公司指定账
户缴纳竞拍保证金100万元并于6月17日12：00
前到重庆市梁平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本公司报名
点办理报名登记手续，领取竞拍号牌方可参拍。
买受人在签订《拍卖成交确认书》后需按规定付清
成交价款、交易服务费及佣金。

竞拍人参拍需符合《竞拍须知》相关规定，竞拍
人办理竞拍手续视为已了解及认可标的所有情况和
竞拍须知相关承诺，拍卖人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联系方式：苏先生400-1609881、

023-68628877、13389609381
地址：渝北区新溉大道103号中渝香奈公馆6栋18楼

重庆恒升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0日

◆陈云道路运输证500109022721遗失作废◆杨义举遗失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
司保证金收据，金额壹仟元。编码0001580声明作废◆遗失西南大学教学能力测试中心公章一枚作废◆遗失大渡口区溪云便利店食品经营
许可证副本JY15001041004907作废◆遗失重庆市安怡粒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编号50011
37078098)、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137078099)声明作废◆遗失李洪福（身份证号510222195112297411）座落于双
寨村双寨子社的林权登记证，编号16030101791，声明作废◆遗失中溯检验检测认证重庆有限公司，法人章：张磊，作废◆两江新区晓辅食品经营部遗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副本，编号：JY15003590039762声明作废。◆徐燕保险执业证02000150010980020180501521遗失补办◆遗失冉权奉保险执业证00001850000000002019119937作废◆秀山县铭木民族工艺品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秀山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872000827101作废。◆重庆康业广告有限公司遗失荆门万达广场投资有限
公司保证金收据，编号0000262金额2万元，声明作废◆遗失北碚区棚棚企业管理咨询工作室公章一枚作废◆遗失彭水县金山广场业主委员会（C栋）公章作废◆杨潇爆破安全员证，证件编号5000000307413，遗失作废

法人变更公告：重庆素禾诊所管理连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60XECE7M）
重庆素禾中医（综合）船板钢路连锁诊所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登记号：PDY60543050010417D2122，
原法人兰卓贞（身份证号码：510230197508146483)
变更为新法人蒋佳伶（身份证号：511304197912
20241X）。原法人兰卓贞与新法人蒋佳伶之间无
债权债务关系纠纷，原法人兰卓贞与重庆素禾诊
所管理连锁有限公司之间无债权债务关系纠纷，
新法人蒋佳伶与重庆素禾诊所管理连锁有限公司
之间无债权债务关系纠纷。2021年6月10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网云精灵服务外包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5678755616）股东会
决议，拟将注册资本由壹仟万元整减少为贰佰万
元整。请债权债务人于公告之日起45日内到我
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2021年6月9日

遗失声明：吴安全(510823198003086917)
遗失重庆市九龙坡区石美路15号成都城投
锦樾峰境 4- 20- 4 号房 收据编号:NO
9111285，金额30000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垫江四中印刷厂(统一社会信用
代：9150023166088397X9）股东决定，本公
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申
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2021年6月10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精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5765908416Q）股东会决议，拟
将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减少到1000万元。根据
《公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
来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2021年6月10日

声明：重庆华翠园林有限公司因名称变更，
将公章（编码：5003817045240），财务专
用章（编码：5003817045241），发票专用
章（编码：500381704524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遗失重庆市渝北区大盛镇
真理村村民委员会，开户行许可证
（核准号：J6530087050602）账号：
1327010120010001899，声明作废

教育部通报湖北高考考生手机作弊细节

将手机藏于手拿的薄衣内
高举双手避开了安检

教育部9日发布关于湖北省某高考
考生考中作弊事件有关情况的通报。

通报称，6月7日湖北省某高考考生
手机作弊事件，为考生开考后用手机拍
照发送考题，系考中个人作弊，不存在考
前泄题。

教育部第一时间责成湖北省立即开
展调查，严肃处理。

经查，该考生在进入考场接受安检
时，将手机藏于手拿的薄衣内，高举双手
避开了安检，违规将手机带入考场。

考中将手机藏于草稿纸下拍题，于
开考46分发至某培训机构寻求答案（未
获）。

考生已承认作弊行为。目前，该生

已被取消所有成绩，并将按《国家教育考
试违规处理办法》等规定严肃处理，以儆
效尤。同时，撤换监考人员，加强监考力
量，涉事监考人员已由纪检监察机关进
一步调查。

教育部再次向各地提出要求，进一
步加强后续考试的考场监管，严肃考风
考纪。

同时要求湖北省招生委员会组织
教育、公安、纪检监察、无线电管理、市
场监管等部门进一步对作弊考生、涉
该考点的失职失责人员和相关机构进
行全方面、全过程、全链条彻查，依法
依规严惩严处，坚决维护高考的公平
公正。

6月7日，高考第一天，有网友爆料
称，在下午的数学考场上有考生疑似将
2021年全国新高考一卷数学卷拍照上传
至小猿搜题APP上，被小猿搜题APP工
作人员发现后截图举报。

网传截图显示，上传的数学试卷截
图左上角出现了考生名字吴某某与座位
号24。上方显示时间为2021年6月7日
15时46分，此时离高考数学结束时间还
有1小时14分。

8日上午，小猿搜题官微回应此事
称，APP未提供任何搜索结果，工作人员

第一时间向相关部门举报。
6月8日，武汉市黄陂区教育局官方

微博@黄陂教育，发布关于考生吴某某舞
弊处理意见通报：经考区组织考场视频回
放，确认考生吴某某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
场拍摄试卷事实，监考人员存在入场安检
和监考失职问题。依据《国家教育考试违
规处理办法》（教育部33号令）第九条规
定，对违规考生作出给予取消此次考试资
格，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
绩无效的处理，并根据后续调查结果作出
进一步处理。 综合新华社、央视等

手机带进考场拍照搜题
当地官方：成绩无效！

福建教育厅通报高考考点提前打铃：
系工作失误，将严肃追责

全国新冠疫苗接种剂次超8亿

相关新闻
▲

国家卫健委6月9日通报，全国新冠
疫苗接种超8亿剂次。从7亿剂次到8
亿剂次仅用6天，这样的速度令人惊叹。

当前，21个新冠疫苗进入临床试验
阶段，我国新冠疫苗研发速度与数量始
终处于世界第一方阵；疫苗产能加速释
放，日接种量可达2000万剂次以上；管
理部门精准调配，统筹各地疫苗供应。

然而，近期出现的本土病例也表明，

防控形势依然严峻。目前，我国新冠疫
苗使用人群已覆盖18岁以上，接种者年
龄最大超过了100岁。专家已经对3至
17岁人群使用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进
行了论证，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后，也会
根据需要在这一人群中使用。

专家预计，我国到今年年底前完成
至少70%的目标人群接种。

据新华社

6月8日晚，世卫组织召集的新冠病
毒全球溯源研究中国部分相关报告对外
公布。报告指出，虽然许多早期病例与
华南海鲜市场有关，但也有相似数量的
病例与其他市场有关，有些病例与任何
市场均无关。这可以表明华南海鲜市场
不是疫情的发源地。

对于华南海鲜市场在疫情起源中的
作用或者感染是如何传入市场的，目前
尚无法得出确切结论。

报告显示，在向中国供应冷链产品
的其他国家，已经发现包装和产品上有
SARS-CoV-2的证据。有证据表明，在
向中国提供冷链产品的其他国家存在早

期病例群。
对于病毒出现的可能途径，国际联

合专家组评估了四种引入情况：人畜共
患病向人类直接传播（溢出）；溢出后通
过中间宿主引入；通过冷链/食物链引
入；通过实验室事件引入。

联合专家组评估认为，其中人畜共
患病直接溢出被视为一种从可能到比
较可能的途径；通过中间宿主引入被视
为一种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的途径；
通过冷链/食品链产品引入被视为一种
可能的途径；通过实验室事故引入被视
为极不可能的途径。

据央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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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公布新冠全球溯源研究中国部分相关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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