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笛遗失咸安碧桂园丹桂香堤2街10号装修
押金条一张，号码：0056403，金额5000元，特声明
作废。

咸宁市长印温泉酒店有限公司遗失机构信用代
码证，代码：G1042120100014140G，特声明作废。

苏纯芬遗失温泉新品味女人化妆品店个体工商
户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22303600117229，特声
明作废。

父亲任鹏华，母亲李永红，遗失任梦晗（女，出生
日期：2014 年 4 月 4 日）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O420354966，特声明作废。

咸宁官埠纱业有限公司遗失行政公章、财务专
用章及法人章（金珍保印）各一枚，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为广泛听取消费者、经营者及社会各
界的意见，提高政府价格决策的透明度和
公众参与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
法》、《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和《湖北省
价格条例》的有关规定，咸宁市物价局决定
在近期召开“咸宁城区供水安装服务价格
听证会”，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参加听证会人员及名额
1、听证会参加人18人；
2、根据报名情况安排若干旁听人员，

并邀请新闻媒体参加。
二、听证会人员产生方式
1、听证会参加人
（1）消费者、经营者及相关利益方采取

自愿报名、随机选取、现场公正等方式，也
可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委托消费者组织或
者其他群众组织推荐；

（2）专家、学者、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
其他人员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聘请；

2、旁听人员由价格主管部门根据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报名情况，按照报名
顺序选取或者随机抽取；

3、新闻媒体采取自愿报名，由政府价
格主管部门依报名顺序选取或者随机抽
取。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可以邀请新闻媒体
采访听证会。

三、听证会参加人（消费者）条件
1.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咸宁市常住居民；
2.有一定的群众基础，能代表一部分

消费者的意见；

3.能遵守听证会各项纪律和注意事项。
四、报名办法
自愿参加听证会的听证会参加人、旁

听人员和新闻媒体，带有效证件到市物价
局价格管理科（贺胜路366号）报名，联系
电话：8271120；报名时间截止为2016年
11月25日。

听证会举行时间、地点、价格听证方
案、听证会参加人和听证人名单等将于会
前15天在咸宁市物价局网站（网址：http:
//www.xianning.gov.cn/szbm/xn-
swjj/）公布。

特此公告
咸宁市物价局

2016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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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梅武轩
专业：消化内科
学历：博士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职务：副院长
简介：博士研究生，主任医师、教授，

临床医学院/附二医院副院长。广州中医
药大学临床医学博士毕业，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友谊医院高级访问学者。省级精品
课程《诊断学》负责人，现为湖北科技学院
学术骨干、湖北科技学院第三届学术委员
会委员、湖北科技学院职称评审委员会委

员、咸宁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专家库专家、咸宁市内科学会委员、
武汉大学兼职硕士生导师、中国医学模拟教学联盟常务理事、《中西
医结合学报》、《世界华人消化杂志》审稿人。长期从事临床、教学、
科研工作，掌握了内科常见疾病的诊治，尤其是消化疾病的诊治，能
熟练解决疑难疾病及新发现疾病的诊断，熟练掌握了消化内镜的操
作、诊断及一般治疗。

研究方向：胃肠肝胆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消化内镜的诊断与治疗
研究成果：近几年来主持完成的省级以上的课题有5项，校级

课题3项，参与课题多项。发表论文20余篇，主编教材1部，参编教
材1部。

姓名：黄翠萍
专业：呼吸内科
学历：博士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职务：副院长
简历：1988.9~1993.7：咸宁医学院临床医

学专业学习；1993.8~1996.8：咸宁医学院内科
教研室、咸宁市中心医院工作；1996.9~1999.7：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内科呼吸系病硕士研
究生学习；1999.9~2002.6：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医学院内科呼吸系病博士研究生学习；2002.7~
2013.9：湖北科技学院临床医学院、咸宁市中心

医院呼吸内科工作，其中2012年11月至2013年8月在美国休斯敦医学
中心学习；2013.9~至今：湖北科技学院临床医学院/附二医院上班。

主攻学科：内科学呼吸系病
研究方向：长期从事内科呼吸系统疾病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对

内科疾病特别是呼吸系统各类常见病、多发病及疑难重症诊疗有丰富的
临床经验，擅长呼吸道感染、肺炎、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心
病、呼吸衰竭、支气管扩张症、间质性肺疾病、肺结核等疾病的诊治。

医疗成果：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论文四十余篇，主持、完成湖北省科
技厅、教育厅等各级课题14项，获第二届咸宁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1项，咸宁市优秀论文奖2项，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内科名医名片
姓名：彭圣威
学历：硕士（临床型）
专业：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
职称：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
职务：内科主任/内科教研室主任
个人简历：1997.6月参加工作，华中科技

大学同济医学院神经内科临床型硕士，首都医
科大学附属天坛医院青年骨干教师国内“高级
访问学者”；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心血管病
专业委员会委员，咸宁市内科学会神经内科学
分会常务委员，咸宁市脑心同治专业委员会常
务委员，咸宁市内科学会委员，咸宁市内科学

会心内科分会委员；现为湖北科技学院临床医学院大内科教研室主任，
湖北科技学院附二医院内科主任，咸宁市伤残鉴定委员会专家库专家，
咸宁市医疗鉴定专家库专家；长期从事临床、教学、科研工作，熟练掌握
内科常见疾病的诊治，擅长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的诊疗，尤其是心、脑
血管疾病，熟练操作TCD、EKG、EEG和脑出血微创穿刺手术，熟练颅
高压穿刺术、脑脊液置换术等。长期从事临床一线工作，先后在咸宁市
中心医院内科工作十余年、武汉同济医院3年、北京天坛医院1年。自
工作以来，长期承担内科学、诊断学、老年医学、急诊医学等学科的理论
和临床教学，并从事多项科研课题、发表多篇论文。

办公室联系电话：0715-8102568

姓名：
陈克全
专业：心

血管内科
学历：
学士
职称：副

主任医师
职务：副

院长
简 历 ：

1991 年毕业
于武汉同济医学院，内科副主任医师，
在职硕士研究生，咸宁市医学会理事，
内科学会委员，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委
员、医疗事故鉴定专家。

主攻学科：心血管内科
研究方向：心血管疾病防治、神经

症治疗
医疗成果：从事本专业工作25年

余，主持参与科研项目1项，发表论文
1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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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问责条例》实施以来，
该区先后对4家单位有关负责人进行了
追责问责。其中，仅大数据核查中，立案
调查65起，给予党政纪处分50人，组织处
理368人，200余名党员干部主动退缴违
纪资金146万元。

履职全天候，“担当尽责”不懈怠
“问责是压力更是动力，带领村民脱

贫致富，我一刻也不敢马虎。”在履职尽责
上，贺胜桥镇桃林村支书王建林作出了表
率。四年前上任时，村里还欠百万债务。

如今，村里的办公楼起来了，利用温氏集
团，村民养鸡打工，村里成立运输队，办工
厂，村里的集体收入一跃百余万元。不仅
债务还清了，还给村里的老人、贫困家庭
发放补助。

“身挨身坐，心贴心聊，唯有沉下身子，
才能走近群众。”在精准扶贫7个贫困村出
列的现场推进会上，双溪桥镇党委书记汪
性智道出三桥村、梅歧村脱贫的工作密码，

“五加二”，“白加黑”全天候履职是常态。
如今三桥村的养鸡场红红火火，贫困户乐

呵呵地在鸡厂打工，有工资也分红利。
“时代变了，条件变了，我们为民担当

尽责的信仰不变。”咸安治超站站长王永
营说，把问责当作尽责，治理超载超限，只
为老百姓能走一脚好路。

为了更好履职服务于民，咸安区公安
局工作作风有了很大转变，近期还组建了
150人的巡特警大队，全天候执行巡逻处
突等任务，为“咸马”出力，为老百姓的平
安幸福保驾护航；为了打通服务群众的最
后一公里，区行政服务中心推行“五证合

一”，让数据跑路等，群众办事更方便了。
“要健全党建责任清单、项目清单制

度，完善述评考评机制，持续整顿软弱涣
散党组织，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每
一个支部、每一名党员，夯实党执政的基
础。”区委常委、组织部长胡昌文在基层党
组织工作会上强调。

风正好扬帆。目前，全区正用好问责
利器，以问责亮剑促灾后重建、党建、产业
招商、项目建设、扶贫攻坚、突出环境整治
等工作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17日12
时41分，神舟十一号飞船与天宫二号空
间实验室成功实施分离，航天员景海鹏、
陈冬即将踏上返回之旅。截至目前，他
们在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已工作生活了
30天，创造了中国航天员太空驻留时间
的新纪录。

组合体分离前，航天员在地面科技
人员的配合下，撤收了天宫二号舱内的
有关试验装置和重要物品，放置到神舟
十一号飞船返回舱中。离开天宫二号空
间实验室前，景海鹏、陈冬向地面科技人
员和关心支持航天事业的人们表达了感
谢和敬意。

随后，2名航天员身着舱内航天服，
回到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关闭返回
舱舱门，进行返回前各项准备工作。两
个航天器分离后，神舟十一号飞船首先
撤离至120米停泊点保持位置，状态确
认正常后，在地面指令控制下逐渐远离
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

一天后，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
将首次从高度约393公里的轨道上返
回，考核从空间站运行轨道返回的相
关技术。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将继续
在轨运行、开展有关科学实验，于
2017 年 4 月接受天舟一号飞船的访
问。

神舟十一号飞船撤离天宫二号
航天员即将踏上返回之旅

神舟十一号返回在即

主着陆场区
准备就绪

11月16日，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返
回任务气象保障人员放飞气象探空气
球。

搭载航天员景海鹏、陈冬的神舟十
一号载人飞船返回进入倒计时，位于内
蒙古中部草原的主着陆场区参试设备
状态良好，各项工作准备就绪，已经具
备执行任务能力。

新华社发

新华社内蒙古四子王旗11月17日
电 执行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返回搜救
任务的空中救援分队8架陆航直升机，
目前正在备战返回舱搜救。据了解，他
们已具备完成任务能力，以高昂士气迎
接航天员凯旋。

这8架直升机均来自陆军第38集团
军某陆航旅。旅参谋长苏应山介绍，这
次派出的直升机数量，是历次搜救任务
中最多的。

搜救过程中，8架直升机将分别担负
指挥、通信、搜救、医监医保、医疗救护任

务，分2个批次进行。苏应山说，为保证
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返回搜救任务，他
们进行了9次演练，累计飞行120多架
次。

除模拟正常情况，他们还拟定了10
余种预案，加大演练难度，为直升机加

装搜救灯进行夜间训练；挑选下雪、大
风天气进行飞行、降落训练，锤炼空中
搜救队员在极端天气下执行任务的能
力；扩大搜索区域进行空中勘察，对区
域内的民房、风车阵、矿区等障碍物进
行标注。

８架陆航直升机备战返回舱搜救

俄航母舰载机

击毙“征服阵线”重要头目
据新华社莫斯科11月17日电 俄罗斯唯一现役航母

“库兹涅佐夫”号16日出动舰载机，对叙利亚极端组织“征
服阵线”实施攻击，击毙该组织重要头目阿里·阿斯法里。

俄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17日证实，“库兹涅佐
夫”号航母搭载的苏－33重型舰载战斗机16日对位于
叙西北部伊德利卜省一处“征服阵线”组织据点实施轰
炸，消灭至少30名恐怖分子，该组织重要头目阿里·阿斯
法里被击毙。

科纳申科夫说，阿里·阿斯法里负责指挥“征服阵
线”盘踞在叙利亚阿勒颇省和哈马省的非法武装力量，
他曾策划指挥了该组织对阿勒颇的进攻。

欧盟多国出现禽流感疫情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11月17日电 欧盟委员会16

日宣布，自今年10月底以来，欧洲已有8个国家出现
H5N8型禽流感疫情。

波兰、克罗地亚、瑞士、丹麦以及荷兰发现的是野生
鸟类感染H5N8型禽流感病毒，但德国、匈牙利和奥地
利还在鸭子和火鸡的养殖场发现了H5N8型禽流感疫
情，受疫情影响的家禽已被扑杀。

目前，欧盟成员国尚未发现人感染禽流感病毒的病
例。欧盟委员会已呼吁成员国对禽流感疫情保持警惕，
防止疫情扩散。

欧洲食品安全局的专家正在帮助成员国开展信息
收集活动，以了解这种病毒是如何通过野生鸟类传染给
家禽的。这些信息将有助欧洲食品安全局重新评估禽
流感在欧洲传播的风险。

全球逾11亿人患高血压
据新华社伦敦11月17日电 一个国际团队日前在

英国《柳叶刀》杂志上发表报告说，全球患高血压的人数
已在2015年达到11.3亿，其中中低收入国家的高血压
患者人数上升明显。

研究显示，高收入国家居民中高血压患者人数下降明
显，但中低收入国家的高血压患者人数则上升不少。截至
2015年，韩国、美国和加拿大的高血压患者比例为全球最
低。2015年全球超过一半的成年高血压患者居住在亚
洲，其中中国约2.26亿名患者，印度也达到2亿患者。

报告分析说，发生这种改变可能是因为高收入国家
的居民总体健康状况比较好，饮食中包括了更多水果和
蔬菜，且由于医疗条件较好，往往能更早发现相关症状，
及时用药物控制血压。

莫奈名作《干草堆》拍出天价
据新华社纽约11月17日电 法国印象派大师莫奈

的名作《干草堆》16日在佳士得纽约拍卖行以8140万美
元天价拍出，成为迄今莫奈画作中成交价最高的作品。

在当晚举行的“印象派及现代艺术”拍卖会上，这幅
创作于1891年的油画是莫奈《干草堆》系列中公认的巅
峰之作。这幅画作从3500万美元起拍，受到竞拍者的追
捧。经过近15分钟激烈的现场和电话竞拍，最终以
7250万美元落槌，引发现场热烈掌声。

加上拍卖行佣金，这幅画作最终成交价达到破纪录
的8140万美元。此前，拍卖成交价最高的莫奈画作是
2008年在伦敦以8040万美元拍出的《睡莲池》。据佳士
得透露，买家是美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