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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袁华奎将花语城二期Q4-1-2602装修保证金收据（收

据号：LF0100619，金额：1000 元，开具日期：2019 年 9 月 16
日）丢失，声明作废。

宋鹏达将永清荣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永清荣盛
城西区二期6号楼244号地下室款收据（收据号：0045651，金
额：8590元，开具时间：2020年12月17日）丢失，声明作废。

三河市唯壹房产经纪有限公司将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周岁海将购买天津孔雀城-2期-天津孔雀城·华杰庭苑

配建2#7-8门的收据（编号：003-0238907，金额：10000元，
开具日期：2020年03月19日）丢失，声明作废。

三河市甜甜优品商店将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证号：
JY11310820015780）丢失，声明作废。

孟楠于2021年1月22日将身份证（132801198301302262
号）丢失，声明作废。

香 河 浩 钧 百 货 店（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131024MA0F6QF69M）将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廊坊市安次区明珠兴安超市东方仕典美容院将营业执
照正副本（131002600027823号）丢失，声明作废。

天桥西派出所辖区内孟令森户口簿（内含：孟令森、张爱
英、孟倩、孟函、孟畅）丢失，声明作废。

倪铭翼将购买四季花语6-2-1-444的房款收据（编号：
0177564，金额：174153 元，开具日期：2016 年 8 月 16 日）丢
失，声明作废。

康 井 辉 于 2021 年 1 月 10 日 将 身 份 证
（131023197207050010号）丢失，声明作废。

白云洁身份证（13100219930405482X 号）丢失，声明
作废。

郭旭身份证（132825199302140037号）丢失，声明作废。
陈忠将廊坊市京御幸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华

夏铂宫小区车位106号车位协议（金额：120000元，人民币大
写：壹拾贰万元整）丢失，声明作废。

王红亮将与安次区北史家务乡北史家务村民委员会签
订的回迁安置协议书（编号：0439，位置：银河嘉苑3区8-1-
303，面积128.92平方米；位置：银河嘉苑4区3-1-1002，面
积95.01平方米；位置：银河嘉苑3区5-1-2202，面积：90.15
平方米；位置：银河嘉苑1区9-1-2201，面积：87.76平方米）
丢失，声明作废。

王红亮将与安次区北史家务乡北史家务村民委员会签
订的回迁安置协议书（编号：1191，位置：银河嘉苑3区9-2-
2101，面积：129.19平方米；位置：银河嘉苑3区2-1-1402，面
积：86.41 平方米；位置：银河嘉苑 3 区 13-1-1602，面积：
62.69平方米）丢失，声明作废。

杨加旺将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住院发票（发票号：
11844718，金额：6367.21元，开具日期：2020年11月23日，科
室：心内科，住院日期：2020年11月15日-11月18日）丢失，
声明作废。

陶智炜将廊坊孔雀城学府澜湾17-3-1902契税收据（收
据号：0277429，金额：6506元，开具日期：2019年5月29日）
丢失，声明作废。

宋秋建身份证（132801197109024237号）丢失，声明作废。
河北农业大学现代科技学院土木工程专业2011年6月

毕业的刘裕龙（身份证号：131002198808234213）将毕业生介
绍信（编号：11A100104645）丢失，声明作废。

公 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廊坊监管分局

批准，廊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霸州科技支行更址，地
址变更为廊坊市霸州市书香苑住宅小区东门北侧
103号。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廊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霸州科技
支行

许可证流水号：00629692
发证日期：2021年01月08日
机构编码：B0277S313100041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
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16年09月09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廊坊

监管分局
换证原因：更址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brc.gov.cn）上查询。
廊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霸州科技支行

2021年1月28日

减资公告
经研究决定，廊坊市科云楼宇智能设备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1001MA0FBFPQ3H）

拟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叁仟万元减

至壹仟伍佰万元。

特此公告

廊坊市科云楼宇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8日

减资公告
经研究决定，中电新源（廊坊）模块化电气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1001MA0EQA2H0P）拟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伍仟万元减至

壹仟伍佰万元。

特此公告

中电新源（廊坊）模块化电气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8日

本报讯（记者 刘玉静 通讯员 林爱民）2021年
春运大幕今日开启，至3月8日结束，共计40天。我
市交通运输部门科学研判春运形势，统筹做好疫情
防控和运输服务保障工作，确保群众平安有序出行。

据市交通运输部门分析，目前，按照国家疫情
防控指示，群众减少不必要的出行，错峰返乡返
岗，客流量依旧不高，且今年“两会”与春运返程
流重叠，整体客流较2020年构成变化不大，但节后
峰谷波动较大。受疫情和春节假期高速公路小型客
车免费通行政策等因素叠加影响，自驾游比例较
2020年将大幅度提高，路网保通压力依旧较大。据
气象部门预测，春运期间我市冷空气活动频繁，遭
遇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可能性较大，应急除雪保畅压
力大，且因疫情防控需要，随时可能采取关闭出入
通道、临时停运客运服务等措施，应急处置和运力
保障压力巨大。

为做好春运各项工作，市交通运输局成立领导
小组，制定《2021年全市交通运输系统春运工作方
案》，从预判分析、工作统筹、疫情防控、运输组
织、安全应急、路网运行、便民服务、宣传引导、
值班值守等方面对春运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强化运输组织保障，把好接送转运关。做好客
流趋势研判分析，优化运力调配，及时调整班线客

车发班密度，优化发班频次，科学制定运输方案，
确保运输供应适应疫情防控和运输需求。准备充足
运力，适时组织开行农民工返乡和回程“点对点”
包车运输。强化道路客运班线、公共汽车、出租汽
车与铁路、相邻地市民航等干线运输方式在运力、
班次、时刻上的协同衔接，积极开展“空巴通”等
联程运输服务，做好接驳运力保障，科学调配运
力，及时疏运旅客，畅通出行“最先和最后一公
里”。统筹做好煤、电、油、气等重点物资及粮食、
肉禽、蔬菜等生活物资运输保障工作。

强化安全应急保障，把好安全责任关。督促客
运企业严格落实“两客一危”重点营运车辆动态监
控制度；严格执行长途客车凌晨2时至5时停车休息
或接驳运输制度；要求各等级汽车客运站严格执行

“三不进站、六不出站”和安全告知、客运实名制管理
制度，严格执行车辆报班、“三品”检查和车辆安全例
检制度，禁止检查不合格和不符合规定的车辆出站运
营；加强农村客运和道路安全管理。同时，重点围绕城
市公交和出租汽车安全检查维护、车辆技术性能保
障、安全标志标识及车辆灭火器、安全锤等进行隐患
排查。

提高路网运行效率，把好保通保畅关。市、县
两级公路管理部门对干线公路进行全面梳理，制定

疏堵保畅方案。分析研判车辆流量、流向情况，及
时发布预警信息，引导旅客合理安排出行计划。严
格落实日常养护巡查制度，保持路况良好及沿线设
施完好。安排专人值守ETC车道，保证ETC车辆优
先通行，及时处理故障车辆。加强交通管控事前会
商与路警联动，减少因交通管制导致的交通拥堵。

强化便民服务举措，把好效率品质关。道路客
运企业和汽车客运站加强客运联网售票服务，拓展
便捷售票渠道，推广应用“无接触”服务。根据疫
情防控需要及时调整票务退改签政策。保留使用现
金支付、纸质票据乘车方式，开设无健康码通道，
做好帮助老年人代查、协助填报信息等服务引导工
作。加强服务区和收费站服务保障。严格落实重大
节假日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完善设施设备配置改
善服务条件，加强餐饮价格监测，加强危化品运输
车辆在服务区进出、停靠时的安全管理，及时发布
实时路况、公路气象、交通管制、分流绕行等信
息，完善12328电话服务平台运营管理，提高电话接
通效率。加大运输市场监管力度。组织开展运输市
场专项整治行动，依法严查非法营运、站外揽客、
倒客甩客等损害旅客利益、扰乱市场秩序行为，严
厉打击乱收费、乱涨价行为，营造良好的运输市场
环境。

本报讯（记者 马颖劼 通讯员 郝军）为保障
春节期间食品安全，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印
发《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食品安全风险专项监测
方案》及补充通知。按照该方案和通知要求，市
疾控中心承担省春节专项监测分配任务样品采集
及部分样品检测工作。

2020年12月底至2021年1月8日，市疾控中
心采样人员分3批采集样品59份。样品种类为春
节期间消费量较大的白酒、畜肉、熟肉制品、鸡
肉、鸡蛋、淡水鱼、蔬菜、水果、干果等。采样
环节涉及市区3家农贸市场和3家大型超市。市疾
控中心理化检验室除承担我市40份样品检测任务
外，还承担唐山市和秦皇岛市共56份蔬菜、水果
农药残留检测工作。1月11日至22日，已完成全
部样品检测和数据上报工作。

2020年是陈有旺成为廊坊职业技术学院动物
科学与技术系畜牧兽医专业教师的第11个年头，
也是陈有旺受聘于康诚动物医院的第3个年头。

“优秀教师”“协同发展‘青创’联盟创业导师”
“骨干教师”……2009年至今，陈有旺凭借丰富的教
学经验、精湛的专业技术获得不少奖项。在第二届
中国小动物临床技能大赛中，陈有旺指导学生参赛
获全国二等奖，自己荣获“优秀指导老师”奖。

丰富的临床经验和高超的外科手术能力，使陈
有旺赢得了行业广泛赞誉。“医院有宠物病例资源，
成为专业教学资源积累的重要来源，还可以安排学
生实践锻炼，提高专业技能和动手能力。”陈有旺
说，疫情期间，线上教学并不能满足学生实操需求，
这些平日拍摄的病例临床症状诊断、治疗等视频、
图片解决了不少教学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遛狗尽量按时，区域避开人流，粪便清理带
走，拴绳文明养狗。”陈有旺提醒爱犬人士。结合我
市文明城市创建活动，陈有旺和其他老师拍摄了犬
猫日常护理等宣传视频。另外，他带领学生走进10
多个社区，开展“关爱宠物、文明养犬”公益宣传活
动。

“随着文明养犬意识不断提升，为宠物犬办理
‘身份证’的市民越来越多。文明养犬是城市文明的
一种体现，也反映出市民的文明素质。”陈有旺说。

世界上第一支疫苗的诞生

疫苗的发现是人类发展史上一次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1796 年 ，英 国 医 生 詹 纳（Edward
Jenner，1749—1823）将正在出牛痘的女孩
皮肤水泡中的液体接种到一个8岁健康
男孩身上，堪称医学史上最为冒险的一次
实验，世界上第一支疫苗由此诞生。

为什么没有感冒疫苗？

这里首先要区分两个不同的疾病概
念，即“普通感冒”和“流行性感冒”。

一般我们所说的感冒是普通感冒，学
名为“上呼吸道感染”，主要是由呼吸道合
胞病毒、鼻病毒、腺病毒、冠状病毒和副流
感病毒引起的，症状比较轻，没有传染性，
病死率较低。

而流行性感冒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
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感染后全身症状重，
传染性高，病死率也较高，其死亡多是由
流感引起的原发病（如肺病、心脑血管病）
急性加剧所导致的。流行性感冒已被证实
可以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大流行——自16
世纪以来，已有多次类似流感大流行的记
载。

引起感冒的病原体是复杂多样的，人
体呼吸道黏膜破损后，任何微生物都可能
导致感冒，而不是哪一种特定的细菌或病
毒引发的感染。普通感冒靠人体自身免疫
就可以痊愈，一般从发病到康复的周期也

就是7～10天，正常人的免疫力完全可以
抵抗。所以研究和生产感冒疫苗的性价比
并不高，而多重病原体的难题短时间内也
无法攻克。

但流感病毒不一样，它有自己特定的
组合类别，我们可以针对每一种流感病毒
来生产疫苗。流感疫苗最早在 1937 年研
制成功，目前我国批准上市的流感疫苗为
灭活流感疫苗（inactivated influenza vac-
cine，IIV），主要为 IIV3 和 IIV4 ，其中包
括裂解疫苗和亚单位疫苗。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
《中 国 流 感 疫 苗 预 防 接 种 技 术 指 南
（2019—2020）》，6 个月到 5 岁大的儿童、
60 岁及以上的老人、慢性病人、医务人
员、6 个月以下婴儿的家人和看护人员、
孕妇或在流感季节备孕的女性是优先接
种对象，最好在当年的10月底前完成接
种。

并不是一注射疫苗，体内就能产生抗体

疫苗并不是一注射就能让身体马上
产生抗体，从注射到产生抗体需要一定周
期。疫苗是通过与人体免疫系统的互动而
起作用的，有一个免疫应答过程。

具体地说，这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识别期，即淋巴细胞识别外
来的抗原；第二个阶段是活化期，即淋巴
细胞被抗原“激活”；第三个阶段是效应
期，即淋巴细胞产生抗体来清除抗原。

（据健康中国）

1月 24日晚，接到疫情防控命令
后，三河市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贺
维明带领疫情防控工作队，连夜出发协
助公安机关值守三河京榆旧路（通燕高
速东出口）。

1月25日，雪花飘洒而至，值勤干
警始终坚守岗位，将车盖当餐桌，轮流
站着就餐，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疫
情防控工作中。

面对疫情，三河市法院开展机关内
部防控安保和社区卡口包联防控工作，
第一时间抽调150余名干警协助三河市
燕郊康城街道，完成18个社区、70个小
区、8.8万名居民的两次核酸检测工作。

本报记者 王洋洋
本报通讯员 王立坤 摄

我市多措并举保春运平安有序

三河法院：
车盖当餐桌
防控不松懈

我市完成食品安全
风险样品专项检测

陈有旺：

让文明养犬成为风尚
本报记者 刘宁

一注射疫苗，体内就能产生抗体吗？
聊一聊关于疫苗的冷知识

■我们的2020年

▼

■平安廊坊 ■图片新闻

1月27日，廊坊交警南尖塔检查站执勤民警正在核查进京车辆及车内人员。
自1月5日廊坊交警南尖塔检查站启动疫情防控一级勤务以来，严格按照“四必”工作要求，逢车必检

查，逢人必测温、必核身份、必验健康码和手机行程卡，对不符合进京条件的人员、车辆就地劝返。
本报通讯员 刘彦哲 本报记者 陈童 摄

廊坊交警南尖塔检查站：

严查进京人员车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