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国内国际
Email:jlxw1bs@126.com 电话：（0431）88600606 2022年6月10日 星期五 编辑 王春苗 刘冰

本报通讯地址 长春市高新区火炬路1518号 邮编130015 社办公室88600010 编务办公室88600333 夜班编辑室88600578 广告主任室88600727 88600700 广告部88600007 88600008 今日8版
吉林日报发行处咨询电话 88601818 广告许可证号（95）128号 吉林日报社印务中心承印 零售1.00元

吉林日报常年法律顾问：
吉林良智律师事务所

新华社沈阳6月9日电（记者于也童 洪可润）63岁的李

女士最近一直睡不好觉，一翻身就觉得天旋地转，她本来没

在意，没想到症状越发严重。去医院检查才发现，引发自己

眩晕的“真凶”是一种名为耳石症的病。

6月9日是“中国眩晕防治日”。专家提示，“晕”也可能

是病，且眩晕和头晕是两个不同概念，就诊时要讲清“晕”持

续的时间和具体表现，这对疾病诊断有重要作用。

很多人都有过眩晕、头晕的情况。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神经内三科主任医师姜扬介绍，眩晕和头晕是两个概念，其

发病症状和应对办法都不一样。

“头晕有时也称为头昏，是头内出现的不适感而又不能

准确表达的症状，可表现为轻微的不稳感、漂浮感、运动感，

通常由低血压、脑缺血、低血糖等疾病引起。”姜扬说，而眩晕

是一种运动错觉，发作时并无外界刺激，可表现为旋转、翻

滚、摇摆、倾倒感和颠簸感等，有些类型的眩晕在发作前还可

能出现耳鸣或耳胀满感。“患者应尽可能准确描述自己的症

状，有利于医生判断，更好对症下药。”

“晕头转向”时，我们应该怎么做？专家指出，需谨记

“停、救、稳”三个字。即立即减慢或停下正在进行的活动，症

状严重的话需要寻求朋友、家人的帮助，尽量降低重心，维持

坐、躺或趴的体位，减少跌倒的发生。

专家提醒，“晕头转向”看似事小，但可能引发严重后

果。若要探究引发“晕”的疾病，精准诊治、详尽查体和辅助

检查必不可少。因此，我们一旦出现眩晕或头晕，应及时前

往医院就诊，谨防耽误病情。

“晕”也可能是病：

眩 晕 和 头 晕 要 分 清

核酸检测是预防疫情的重要手段。查验

核酸证明是否会成为各地的一种常态？怎样

解决核酸检测排队长、结果出具慢等问题？

如何通过加强监管，保证核酸检测结果的准

确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9日举行新闻发

布会，对社会关切热点做出集中回应。

长期居家人群没必要频繁核酸检测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青

华说，核酸检测是疫情早发现的最科学、最有

效手段，但在没有发生疫情、也没有输入风险

的情况下，查验核酸证明不应成为一种常态。

贺青华表示，低风险地区、低风险人群以

及长期居家人群，没有必要进行频繁的核酸检

测。核酸检测的重点应该放在高风险人群、高

风险岗位工作人员以及有疫情的地区。

“聚集性疫情发生以后，要根据疫情防控

的需要，科学制定核酸检测策略，划定核酸检

测的范围和频次，避免盲目扩大开展全员核

酸检测的范围。”贺青华表示，将受检的人员

按照风险等级由高到低依次开展核酸检测。

据介绍，封控区24小时内完成首次全员

核酸检测，管控区48小时内完成首次全员核

酸检测。中、高风险地区和封控区、管控区人

员不得外出，疫情发生地的低风险地区和防

范区确需出行的，需要持48小时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

不断提高核酸检测的便民性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

燕红介绍，“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措施，开展

高效便捷优质的核酸检测非常必要。为提高

核酸检测便民性，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合理设置核酸检测点。采样点要

进行网格化布局，指导地方根据人口数量、人

口分布、地缘交通等因素来科学规划采样点

布局。现在基本上是以社区采样为主，在人

群活动密度较高且不易发生拥堵的地方设立

采样点，同时也可以根据需要，在固定采样点

的基础上设置移动采样点。

第二，及时公布采样点信息。通过官方

网站、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公共服务小程序

等多种形式，向社会公众及时公布采样点。

指导地方建立和完善电子地图，并及时更新，

方便群众查询和就近采样。

第三，弹性安排采样时间。根据群众的

时间需要弹性安排采样时间，比如针对上班、

上学的人群，可以在早晨和下班以后傍晚的

时间安排采样。

第四，及时反馈和更新检测结果。检测

机构完成检测以后，相关部门要及时将检测

结果同步到健康码等平台，让公众能够尽快

地查询到自己的检测结果。

及时纠正核酸检测的非法强制措施

贺青华表示，疫情发生地应该根据当地

的疫情形势和防控需要，依法、科学组织好核

酸检测工作，明确核酸检测人群、区域范围和

频次，做好宣传、组织和引导工作。同时，也

呼吁广大群众依法遵守疫情防控的相关规定

和要求，积极配合开展做好核酸检测，履行好

个人的防控义务，共同推动形成群防群控的

良好社会氛围。

贺青华表示，对于采取非法的、强制性措

施的地区、单位和作出决定的个人，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将要求有关地方及时整改纠正。

对核酸检测机构设立“红绿灯”

据介绍，核酸检测是一项成熟的实验室

检测技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国家卫生

健康委进一步加强了核酸检测机构监管，从

审批准入、质控质评、日常监管、惩罚退出等

全流程做出了相关规定。

为进一步加强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全链条

监管，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近日专门做

出部署，从严格检测机构和人员资质管理、规

范样本采集保存和转运管理、强化核酸检测机

构日常监督管理、严格落实核酸检测机构退出

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

“对核酸检测机构设立‘红绿灯’制度。”

郭燕红说，在依法准入时，对符合条件的主体

实行“绿灯”审批，同时坚决落实“黄灯”整改、

“红灯”退出机制。

环境样本检出核酸阳性不等于有
活病毒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所长许

文波表示，活病毒、死病毒、完整病毒颗粒制

备的灭活疫苗，都含有新冠病毒的核酸，可检

出核酸阳性。环境样本检出核酸阳性不代表

环境中一定有活病毒。

许文波表示，如果环境样本中检出核酸

阳性，可简单理解为有新冠病毒的核酸。但

是否有活病毒，要进行很严格的研判。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核酸检测五大关切 权威回应来了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徐鹏航

遗失声明
●程皓将警官证遗失，警号

100406，声明作废。
●张鹏，男，将长春工业大学

（2011年毕业）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本科毕业证遗失 ，证书编号：
101901201105000591，特此声明。

●赵晶(222424198410270444)
将执业药师注册证丢失，注册证编

号:221219013687，声明作废。
● 房 新 春（ 身 份 证 号

220102196403301016）将身份证遗

失，特此声明作废。

●辽源市万通针织有限责任

公司（91220402726747322G）将吉

D24627道路运输许可证遗失，证
号220400400055，声明作废。

●吉林省长宏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91220122MA84LHX734)不

慎将农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 ，

声明作废。

● 长 春 富 盛 餐 饮 服 务 有

限 公 司（91220101066403398H）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

号 ：JY32201070002195，声 明 作

废。

长春仲裁委员会公告
蔡阳:

本会受理吉林省傲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蔡阳代理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会长仲字[2022]第0001号仲裁庭由独任
仲裁员张蕴奂组成，于2022年8月23日上午9:00在长春仲裁委员会
国际仲裁庭开庭，请准时到庭。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
达。

长春仲裁委员会

公 告
因吉林农业大学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建设需要，长春净月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对位于德正街道农场社区新工地、东山屯、鸭
子湾地块：许洪雁、周长礼、窦日城（窦凤祥）、贺成有、苏立彪（栗义
祥）、刘忠君、张海林、刘祥阁、李发（张国军）、刘凤文、齐占发、赵国富、
徐庆、赵明友、姜洪伟、聂春明、王振宇、杜景玉、高凤山、张增臣（张明
景）的宗地进行依法征收。鉴于通过直接送达、留置送达、邮寄送达都
无法送达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有土地上房屋房产及资产评估
分户报告，现依法公告送达。请上述宗地所有人或者对上述宗地主张
征收利益的主体自本公告公示之日起30日内至吉林农业大学棚户区
改造现场办公室（新城大街与天富路交会东北角）领取净月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国有土地上房屋房产及资产评估分户报告，如逾期未领
取，将视作送达，联系电话0431-85869556。

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房屋征收第二办公室
2022年6月9日

农安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农自然资公发[2022]5号

经农安县人民政府批准，农安县自然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
式出让下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拟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

加，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房地产开发用地竞买人应
当具有相应的房地产开发资质。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采用挂牌方式出让，按照价高
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地块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
件》。申请人可于2022年6月29日前工作时间内到农安县自然资源局
索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22年6月29日至2022年7月8日16时工作时间
内到农安县自然资源局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并交纳竞买保证金。交
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7月8日16时。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
在2022年7月11日16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农安县自然资源局。挂
牌起始时间为2022年6月29日上午9时整，挂牌截止时间为2022年7
月12日上午9时整；挂牌出让仪式定于2022年7月12日9时整在农安
县自然资源局举办。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

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农安县农安镇宝安路
联系电话：0431—89935711
联 系 人：孙先生

农安县自然资源局
2022年6月9日

地块编号

2021076

2022005

2022008

土地位置

农安镇街内 东至规划路、南至宝安
路、西至龙岩街、北至建设路

巴吉垒镇 东至双榆树村未利用地、
南至道路、西至公路、北至道路

长春农安经济开发区（开安） 东至卓
信时尚标识、南至隆兴路、西至申宝木

业、北至万来村耕地

土地面
积（㎡）

16770

180000

3077

土地用途

居住（住宅）

工业

工业

规划指标要求
建筑
密度

≤19.99%

≥30%

≥50%

容积率

≥1.0

≥0.6

绿地率

≥49.93%

建筑限高

≤36米

≤24米

≤25米

出让年限
（年）

住宅70年

工业50年

工业50年

竞买保证
金（万元）

738

3240

63.9

＞1.0≤1.39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记者王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日前召开的迎接党的二十大重点电视剧创作暨现实题材电

视剧创作工作推进会上，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局长徐麟说，电视剧创作要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以真实、

平实、朴实的艺术风格描绘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真情讴

歌新时代人民群众的新风貌、新奋斗。

据介绍，今年以来，已有《超越》《人世间》等现实题材电

视剧播出后受到观众赞誉。未来一段时间，电视剧行业将继

续投入到现实题材电视剧的创作中，并将推出《我们这十年》

《县委大院》《大考》《大运之河》《硬核时代》《从这里开始》《重

中之重》等一批聚焦现实、反映时代的作品。

徐麟表示，现实题材电视剧一直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在

我国电视剧创作中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要聚焦新时代新

思想新征程挖掘选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讲好故事，传承中

华文明增强内涵底蕴，以中华美学塑造国剧风范，秉持工匠

精神提高作品质量，努力推出更多礼赞时代、讴歌人民的精

品力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广电总局：

电视剧创作要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手法

新华社联合国6月8日电（记者尚绪谦）联合国全球粮

食、能源和金融危机应对小组8日发布报告称，受乌克兰冲

突等因素影响，世界正面临21世纪以来最严重的生活成本

危机。为应对挑战，需要提高各国和各国人民的危机应对能

力。

报告称，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在世界粮食、能源和

化肥市场占有重要地位，俄乌冲突使粮食、能源和化肥

价格高企，而同时，冲击的到来正值全球深陷新冠疫情

和气候变化危机中，加剧了各国面临的挑战。

报告称，严重的价格冲击可导致生活成本危机。联合

国粮农组织粮食价格指数目前接近历史最高点，比去年同

期高出20.8％；因担心俄乌冲突久拖不决，能源市场波动

加剧，2022年总体能源价格预计将比去年上涨50％；化肥

价格相比2000年至2020年间的平均水平翻番；海运价格

是新冠疫情前的3倍。此外，利率提升以及投资者迟疑导

致发展中国家货币贬值、国际借贷能力下降。

报告称，最令人担心的是危机的传导效应导致恶性循环。

报告举例说，高昂的燃料和化肥价格增加了农民的生产成本，

这可能导致食品价格上涨和农业产量下降，进而导致许多家庭

财务紧缩、贫困加剧、生活水平降低并加剧社会不稳定。

报告认为，打破恶性循环，需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

是缓解价格上涨的冲击，另一方面是提高各国和人民的危

机应对能力。

报告解释说，为缓解价格上涨的冲击，市场必须保持

稳定。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粮食和化肥必须能够重回国际

市场。其他措施还包括向市场投放粮食和能源战略储

备、限制市场囤积和其他投机行为、避免不必要的市场限

制措施等。为提高各国和人民的危机应对能力，社会保

障体系和社会安全网必须加强，政府财政空间必须加大。

俄乌冲突发生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组建了联合国

全球粮食、能源和金融危机应对小组，以研判局势、寻求对

策。

联合国报告：

世界面临21世纪以来最严重的生活成本危机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6月9日，国家主

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祖拉比什维利互致

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0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格是传统友好合作伙

伴。建交30年来，双方扎实推进各领域合

作，在国际事务中有效沟通协调，推动中格关

系健康稳定发展。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两

国人民真诚互助，共克时艰，谱写了团结抗疫

的佳话。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格关系发展，

愿同祖拉比什维利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

交30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格关系和双方各领

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祖拉比什维利表示，格方积极致力于发

展格中友好关系，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深化双

方互利合作，促进两国共同繁荣。

就中格建交30周年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祖拉比什维利互致贺电

6月9日拍摄的迁西县境内的长城景色（无人机照片）。
一场降雨过后，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境内的长城云雾缭绕，景
色壮美。

新华社发（李少华摄）

云雾缭绕长城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