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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 sheng jian kang流感疫苗到底要不要打

“流感样病例”是流感吗1
经过这些年疾控部门和医疗机构的普

及，普通感冒与流感的区别，相信绝大多数
人都能分辨。

普通感冒可分为病毒性感冒和细菌性
感冒。其中，病毒性感冒多由鼻病毒、副流
感病毒（与流感病毒不是同类）、呼吸道合
胞病毒、埃可病毒、柯萨奇病毒、冠状病毒、
腺病毒等引起。其临床症状表现为鼻塞、
打喷嚏、流涕、发热、咳嗽、头痛等，多呈自
限性。虽然在冬春季节多发，但不会出现
大流行。

流感指流行性感冒，是由流感病毒引
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常见临床表现是
高热、头痛、乏力、肌肉酸痛等。人群对此
普遍易感，据估计每年约有10%至20%的
人会发生流感。

那常常在疫情通报中出现的“流感样
病例”又是什么意思呢？

在很多情况下，由于就诊不及时和缺
乏实验室证据，很多流感患者实际上未能
被确诊。比如，在我国公布的2018年法

定传染病疫情报告中，流感的病例报告数
为 765186，发病率为十万分之 55.0851
（相当于 0.055%），远低于 10%的预测
值。另一方面，有一些病原体，如呼吸道
合胞病毒、冠状病毒和支原体等，同样可
以引起类似流感一样的症状。而如果没
有明确的病原学或血清学诊断证据，仅从
临床表现上难以与流感进行鉴别诊断。
即便可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流感，这些病
毒引起的“类似流感一样的症状”所带来
的后果也与流感类似，比如，在部分人群
中会引起重症感染或继发细菌感染，甚至
导致患者死亡，同样是需要警惕的急性传
染病。

因此，为谨慎起见，我国疾控部门和医
疗机构将发热（腋温≥38℃），伴咳嗽或咽
痛症状之一的，缺乏实验室确定诊断为某
种疾病依据的疾病，都统称为“流感样病
例”，并在“中国流感监测信息系统”及“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信息系统”中进行报
告和监测。

人人都打流感疫苗有无必要2
流感和流感样病例的流行均具有明显

的季节性，与气温变化等天气现象密切相
关，在我国不同地区的流行季节特点也不
同。在北京和青海等北方地区，流感主要
在冬春季节流行；在深圳、广东等南方地区
主要在七八月份流行；在上海，流感流行则
呈现1-2月和7-8月双高峰周期的特点。

流感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较大，严重时

会危及生命安全，这并非危言耸听。每年
全世界约有300万至500万人可发生重症
流感或因流感发生重症感染，其中约有29
万至65万人死于流感及其相关疾病。对
于有肺部疾病、心脏疾病、高血压、糖尿病
及肝肾功能不全等基础性疾病的患者，以
及老年人来说，流感不仅会引起呼吸道疾
病，还很有可能发生重症感染或继发细菌
感染，必须给予足够的警惕和重视。

因此我们建议，老年人、有基础疾病的
体弱人群和高危感染人群（如医院发热门
诊的医护人员），优先接种流感疫苗。一般
人群自行决定是否接种疫苗即可。

健康视点
jian kang shi dian

流感疫苗打不打、怎么打，每年都会引
起热议。

顾名思义，流感疫苗是用来预防流感病
毒引起的流感的疫苗。目前，包括我国在内
的很多国家主要使用的是流感病毒灭活疫
苗，该疫苗一般由3种灭活病毒成分（其中包
括一种乙型流感病毒Victoria系）或者4种
灭活病毒成分（其中包括两种乙型流感病毒
Victoria 系和Yamagata系）组成，分别称
为三价疫苗和四价疫苗。

为什么流感疫苗有三价和四价的区别
呢？这是因为甲型流感病毒容易变异，而乙
型流感病毒变异度较小，所以一般三价的季
节性流感疫苗并不针对所有的乙型流感病
毒。但在我国很多城市，季节性流感中乙型
流感常常又占很大比例，因此也会生产能够
抵御更多类型乙型流感病毒的四价疫苗。

生活中有人曾经反映，自己接种流感疫
苗后还是感冒了，那是不是说明打疫苗没什
么用？这个问题值得详细说说。

接种流感疫苗后，通常两周至三周即可
产生对相应血清型流感病毒的免疫力。血
清型指的就是我们熟悉的H1N1、H2N2、
H5N1、H7N9等。但这就像药物一样，流感
疫苗只能保证大多数人群（一般大于85%）
可以产生保护性免疫，少数人即使接种了流
感疫苗，也可以发生相应血清型流感病毒引
起的感染。不过，接种流感疫苗后，若感染
了相同血清型或者有交叉免疫保护的血清
型的流感病毒，症状会比未接种过疫苗的人
要轻，出现重症的风险自然也小得多。

还有一种特殊情况是，当流感病毒出现
变异时，流感疫苗产生的免疫可能无效。已
经接种过流感疫苗的人，可按照疾控部门的
最新指引，接种针对变异株的流感疫苗。

和其他疫苗一样，流感疫苗接种后可能
会出现局部肿痛、疲劳不适或发热等症
状。这些症状大多很轻微，不处理也能自
行缓解和痊愈。有人因为害怕接种疫苗后
出现副作用而抗拒疫苗，其实没什么必要，
除非明确对疫苗过敏，否则与流感引发的
严重后果相比，接种疫苗的副作用可以忽
略不计。

疫苗为什么不能
完全阻挡流感3

戴口罩预防最易操作也最有效4
流感的主要传染源除了流感患者以

外，还有隐性感染者。所谓隐性感染是指
流感病毒进入人体后，仅引起机体特异性
的免疫应答，不引起或仅引起轻微的组织
损伤，而临床无症状，只有通过免疫学检
查才能发现。

流感患者和隐性感染者从病毒潜伏
期末到急性期均具有较强的传染性，且主
要通过飞沫传播。切断传染途径，阻挡飞
沫传播并非难事，佩戴口罩就是预防流感
最易操作、最有效的方法。

在流感流行季节，养成外出佩戴口罩
的习惯很重要。由于我们并不能第一时
间判断自己或旁人是否得了流感，或是否
为隐性感染者，还应做好以下预防措施：

1、控制和避免接触传染源，在流感流

行季节，不去人多拥挤的场所；
2、在重点地区和场所（如医院、车站

等），体弱者除佩戴口罩外，还可佩戴护目
镜；

3、易感人群加强自我防护，平时进行
适量体育锻炼，提高体质和对疾病的抵抗
能力，在气温快速下降等极端天气时注意
保暖。

如果已经患上流感，为避免出现重症
流感或者继发细菌感染，在遵医嘱治疗
外，注意做到三件事：保暖、休息和营养。
通常，流感病情都可以自行痊愈或者经治
疗后痊愈。 无论哪种类型的感冒，如果
症状持续不缓解或有恶化的迹象，都应及
时再次就医治疗。

（本报综合）

国家卫健委日前发出提
示，流感病毒从本月下旬开始
逐渐活跃，提醒公众做好疾病
预防。尽管每年都会迎来一轮
冬季流感，但不少人仍然一边
小心翼翼地预防流感，一边又
在流感疫苗打与不打的讨论中
举棋不定。

那么，我们应该以什么样
的态度和方法，来面对流感病
毒这个“小顽固”呢？北京大学
基础医学院免疫学系教授、博
士生导师，中国优生科学协会
妇儿免疫学分会秘书长王月丹
对此进行了介绍。

全市抗菌药物临床合理应用培训班开班

180余人参加培训
本报讯 通讯员聂爱阳报道：为了加强基层医

院“抗菌药物临床合理应用”水平，提高抗菌药物临
床应用和管理工作，11月12日，市抗菌药物临床合
理应用培训班在赤壁市人民医院开班。各县市区医
疗机构共180余人参加培训。

来自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湖北省人民
医院的3名专家聚焦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热点难点问
题，通过详细解说、实际案例为医师、药师、护士、检
验人员上了一堂生动的课，受到大家一致好评。

此次培训加强了医学、药学和检验科的人才队
伍建设、完善了多学科诊疗体系、促进了抗菌药物科
学管理技术支撑体系的搭建，对降低药物不良反应
具有重要意义。

通城县卫健局

开展卫生应急演练
本报讯 通讯员余頔报道：11月22日，通城县

卫健局组织卫生应急救援队伍，在雁塔广场开展卫
生应急演练。

此次演练采用情景构建方式，模拟某地在发生
7.0级地震后，出现人员伤亡事件，并衍生了一起霍
乱疫情，组织通城县卫生应急队伍赶赴现场，开展卫
生应急救援工作。

在接收到指令后，救援队模拟演练了事件的发
现报告、队伍集结、装备使用、流调采样、疫情分析和
控制、现场急救、野外求生等卫生应急处置的全流
程，整个过程忙而不乱、秩序井然。

此次演练旨在提高该县卫生应急救援队伍的实
战能力，完善卫生应急处置技术方案，提升卫生应急
事件的组织、决策、指挥、联动协作能力，有效减轻各
类突发事件对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的
危害，全力做好突发公共事件卫生应急保障。

如何护理口腔溃疡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24日，家住咸安三

元社区的王女士想咨询，该如何科学护理口腔溃疡？
三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很多

患有口腔溃疡的人都是在过度劳累后发病或加重
的。现代人生活紧张、精神压力大，口腔溃疡可以
说是一种因生活状态不佳导致的“文明病”，因此
适当减压、放松精神、避免过劳保证充足睡眠很重
要。

女性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保养，不要过度减肥，每
日饮食要摄入足够的蛋白质，要经常食用能补充雌
激素的天然食物，如大豆、洋葱等，这样才能维持体
内雌激素的正常分泌。

口腔溃疡发病时多伴有便秘、口臭等现象，因此
应注意排便通畅。要多饮水，至少每天要饮1000毫
升水，这样可以清理肠胃，防治便秘，有利于口腔溃
疡的恢复。

多吃黄色和深绿色的果蔬，至少每天要食用
500克蔬菜和水果，以补充缺乏的维生素。此外还
应通过饮食牛奶、鸡蛋、小麦胚芽等食物来补充维生
素A、锌等。

如果居民试用了某种新牙膏或吃了某种从没吃
过的食物之后患了口腔溃疡，此类情况，要考虑是不
是过敏引起的，建议立即停用停吃。另外，建议用温
水漱口，然后将少量原汁蜂蜜敷在溃疡面，多次重
复，第二天溃疡会有明显好转。

通城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经通城县人民政府批准，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定于2019年11月28
日至2019年12月27日，以网上挂牌交易方式出让一宗工业用地的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详见附表）。

二、竞买人资格及其他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外，均可通过网上注册参
加报价竞买。申请人可以单独申
请，也可以联合申请（联合申请应明
确联合竞投所涉及的企业出资比
例、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的受让人），参加竞买须提出
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
提供的相应文件资料。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网上挂牌出让在互联网上交易，即
通过湖北省咸宁市国土资源网上交
易系统进行。凡办理数字证书，按
要求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的申请
人，方可参加网上挂牌交易活动。

四、本次网上挂牌出让地块的
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网上挂牌出
让文件。意向竞买人可于2019年
11月28日起登录中国土地市场网、
咸宁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查询
下载网上挂牌出让文件。

五、本次网上挂牌缴纳保证金
和竞买准备金截止时间为2019年
12月27下午16时，挂牌起始时间
为2019年 12月 18日 8时整，揭牌
时间为2019年12月30日9时。地
块在挂牌时间截止时，网上交易系
统限时5分钟在线询问，有竞买人在

此规定时限内表示愿意参与网上限
时竞价的，系统自动进入网上限时
竞价程序，以竞价方式确定竞得人。

六、竞买人参加本次网上挂牌
出让活动须办理CA数字证书，办理
流程请登录网上交易系统，详见《数
字证书申购指南》。

办理地址：咸宁市体育路希望
巷175号

咨询电话：0715-8158880
15971562219

七、竞买人参加本次网上挂牌
出让活动须详细阅读网上挂牌出让
文件。

查询网址：湖北咸宁市国土资
源 网 上 交 易 系 统 http://
219.139.108.3/GTJY_HBXN/

中国土地市场网www.land-
china.com

联系地址：通城县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

咨询电话：0715-4818356
13339870488

八、本次网上挂牌公告如有变
更或补充，以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发布的网上挂牌补充公告为
准。

特此公告
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9年11月28日

编号

1

地块
编号

G
[2019]
041

土地
位置

通城县关刀
镇关刀村、
里港村

土地面积
（平方米）

19522

土地
用途

工业
用地

出让
年限

5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
率

≥1.0

建筑
密度

≥
40%

绿地
率

≤
15%

起始价
（万元）

299.17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299.17

以上地块公示面积均以实测为准，公告内容及地块供地规划条件以地
块挂牌文件和最终审批的具体供地规划条件所示内容为准。

通城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经通城县人民政府批准，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定于2019年11月28
日至2019年12月27日，以网上挂牌交易方式出让一宗工业用地的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详见附表）。

二、竞买人资格及其他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外，均可通过网上注册参
加报价竞买。申请人可以单独申
请，也可以联合申请（联合申请应明
确联合竞投所涉及的企业出资比
例、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的受让人），参加竞买须提出
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
提供的相应文件资料。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网上挂牌出让在互联网上交易，即
通过湖北省咸宁市国土资源网上交
易系统进行。凡办理数字证书，按
要求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的申请
人，方可参加网上挂牌交易活动。

四、本次网上挂牌出让地块的
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网上挂牌出
让文件。意向竞买人可于2019年
11月28日起登录中国土地市场网、
咸宁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查询
下载网上挂牌出让文件。

五、本次网上挂牌缴纳保证金
和竞买准备金截止时间为2019年
12月27下午16时，挂牌起始时间
为2019年 12月 18日 8时整，揭牌
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30 日 10 时。
地块在挂牌时间截止时，网上交易
系统限时5分钟在线询问，有竞买人

在此规定时限内表示愿意参与网上
限时竞价的，系统自动进入网上限
时竞价程序，以竞价方式确定竞得
人。

六、竞买人参加本次网上挂牌
出让活动须办理CA数字证书，办理
流程请登录网上交易系统，详见《数
字证书申购指南》。

办理地址：咸宁市体育路希望
巷175号

咨询电话：0715-8158880
15971562219

七、竞买人参加本次网上挂牌
出让活动须详细阅读网上挂牌出让
文件。

查询网址：湖北咸宁市国土资
源 网 上 交 易 系 统 http://
219.139.108.3/GTJY_HBXN/

中国土地市场网www.land-
china.com

联系地址：通城县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

咨询电话：0715-4818356
13339870488

八、本次网上挂牌公告如有变更
或补充，以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发布的网上挂牌补充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9年11月28日

编号

1

地块
编号

G
[2019]
043

土地
位置

通城县关刀
镇关刀村、
里港村

土地面积
（平方米）

12845

土地
用途

工业
用地

出让
年限

5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
率

≥1.0

建筑
密度

≥40%

绿地
率

≤
15%

起始价
（万元）

196.85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196.85

以上地块公示面积均以实测为准，公告内容及地块供地规划条件以地
块挂牌文件和最终审批的具体供地规划条件所示内容为准。

通城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经通城县人民政府批准，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定于2019年11月28
日至2019年12月27日，以网上挂牌交易方式出让一宗工业用地的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详见附表）。

二、竞买人资格及其他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外，均可通过网上注册参
加报价竞买。申请人可以单独申
请，也可以联合申请（联合申请应明
确联合竞投所涉及的企业出资比
例、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的受让人），参加竞买须提出
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
提供的相应文件资料。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网上挂牌出让在互联网上交易，即
通过湖北省咸宁市国土资源网上交
易系统进行。凡办理数字证书，按
要求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的申请
人，方可参加网上挂牌交易活动。

四、本次网上挂牌出让地块的
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网上挂牌出
让文件。意向竞买人可于2019年
11月28日起登录中国土地市场网、
咸宁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查询
下载网上挂牌出让文件。

五、本次网上挂牌缴纳保证金
和竞买准备金截止时间为2019年
12月27下午16时，挂牌起始时间
为2019年 12月 18日 8时整，揭牌
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30 日 11 时。
地块在挂牌时间截止时，网上交易
系统限时5分钟在线询问，有竞买人

在此规定时限内表示愿意参与网上
限时竞价的，系统自动进入网上限
时竞价程序，以竞价方式确定竞得
人。

六、竞买人参加本次网上挂牌
出让活动须办理CA数字证书，办理
流程请登录网上交易系统，详见《数
字证书申购指南》。

办理地址：咸宁市体育路希望
巷175号

咨询电话：0715-8158880
15971562219

七、竞买人参加本次网上挂牌
出让活动须详细阅读网上挂牌出让
文件。

查询网址：湖北咸宁市国土资源
网 上 交 易 系 统 http://
219.139.108.3/GTJY_HBXN/

中国土地市场网www.land-
china.com

联系地址：通城县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

咨询电话：0715-4818356
13339870488

八、本次网上挂牌公告如有变更
或补充，以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发布的网上挂牌补充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9年11月28日

编号

1

地块
编号

G
[2019]
045

土地
位置

通城县关刀
镇关刀村、
里港村

土地面积
（平方米）

5495

土地
用途

工业
用地

出让
年限

5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
率

≥1.0

建筑
密度

≥40%

绿地
率

≤
15%

起始价
（万元）

84.21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84.21

以上地块公示面积均以实测为准，公告内容及地块供地规划条件以地
块挂牌文件和最终审批的具体供地规划条件所示内容为准。

受委托，定在2019年12月6日上午11时在咸宁市
双鹤路18号咸宁市政务服务中心三楼D301会议室对
位于咸宁市温泉贺胜路特1号以下资产进行公开拍卖，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概况：
标的一：天成财富中心2幢1层109套商铺(总建筑

面积4143.76平方米）和3层248套商铺（总建筑面积
9998.5平方米），详见资产清单。竞买保证金：500万元；

标的二:天成财富中心2幢1层83套商铺（总建筑面
积 3432.16 平方米）和 3 层 195 套商铺(总建筑面积
8186.09平方米），详见资产清单。竞买保证金：500万元。

二、拍卖标的展示时间、地点：2019年12月2日至
12月5日，在标的物所在地公开展示，有意竞买者可自
行查勘标的现状。

三、竞买登记：竞买人请于公告之日起至2019年12
月5日16时前按一个标的物交纳500万元竞买保证金
（以实际到账时间为准）到指定银行账户，若想竞买多个
标的则须交纳相应的竞买保证金。并持有效身份证明、
竞买保证金交款凭证等到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咸

宁产权交易有限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报名手续。
竞买保证金账户：户名：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

咸宁产权交易有限公司；账号：2034 2120 0101 0000
0398 571；开户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咸宁市分行。

四、联系方式：
1、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咸宁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0715-8126201陈女士
地址:咸宁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
2、湖北中成拍卖有限公司：
0715-8130288 18107151110 刘先生
备注：
1、以上标的物以现状拍卖，土地使用权面积和建筑

面积仅供参考，以实测后登记发证为准，面积如有误差，
拍卖成交价和交易服务费不作调整。

2、如有优先购买权人，应于2019年12月5日12时
前向咸宁市天成投资有限公司提交有效证明，优先权资
格经咸宁市天成投资有限公司确认后才能参与竞买；逾
期不提交的，视为放弃对本标的物享有的优先购买权。
优先购买权是在同等条件和同等价格上的优先。

3、其他注意事项具体见《拍卖文件》。
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咸宁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湖北中成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9日

拍卖公告

湖北省凯德隆塑业有限公司废旧资源再生综合利用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湖北省凯德隆塑业有限公司废旧资源再生综合利
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已基本编制完成。为维护项目
所在地区公众的合法权益，全面了解该项目影响区的环
境背景信息，发现潜在的环境问题，弥补该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可能出现的疏忽和遗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影响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及《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保部令第4号）有关规
定，现就“废旧资源再生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已基本编制完成。”基本情况及环境影响情况向公众发
布公众参与第二次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
意见，以听取社会各界对项目建设的环境影响及有关环
境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公告内容如下：

一、建设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废旧资源再生综合利用项目
建设单位：湖北省凯德隆塑业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咸宁市咸安经济开发区绿山路1号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及查阅纸

质报告的方式和期限
网络链接：详见链接（https://pan.baidu.com/s/

1CZ3DRmhcyXsi2DFA-qONiA）附件2；

纸质报告书：即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与建设单位联
系，联系方式见第六条。

三、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征求项目周围单位、专家、群众等对本项目在施工

期和营运期造成的环境影响的意见和建议。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网络链接：详见链接（https://pan.baidu.com/s/

1CZ3DRmhcyXsi2DFA-qONiA）附件1。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在网站发布公示、现场公示、报纸公开等形式。公

众咨询可采用电话、邮件、信函等方式。
六、咨询方式
单位地址：咸宁市咸安经济开发区绿山路1号
联系人：苏总
联系电话：18934691668
邮箱：289255179@qq.com
邮寄地址：咸宁市咸安经济开发区绿山路1号湖北

省凯德隆塑业有限公司
湖北省凯德隆塑业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8日

注销公告
嘉 鱼 县 志 峰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注 册 号 ：

422322000020308）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备案通知书编号：（嘉鱼市监）
登记企备字[2019]第79号。

特此公告
嘉鱼县志峰物流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9日

湖北楚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工商银行咸宁市分行
营业部岔路口分理处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360001099001，账号：1818000409200057896，特声明作废。

湖北天兆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咸宁泉塘支行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360001651501，账号：1818000509200086152，特声明作废。

咸宁汇信妙优车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遗失行政公章一枚，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21200MA49BY857N，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咸安区高桥镇高桥加油站遗失湖北咸宁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桥支行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360001117101，账号：82010000001934695，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遗失湖北省医疗单位门诊收费票
据两份（带科室联、滚筒机打两联式），已盖财务专用章，发票号
码：017881829、017881830，特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电话：3066175 3066171 3066230

地址：崇阳县天城镇程家巷36号

崇阳县中医崇阳县中医
院骨伤科院骨伤科

（（咸咸））医广医广【【20192019】】（（广告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