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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事
SHISHI

烈山区烈山镇境内， 合徐高速
两侧的十座大型高立柱户外广告牌
对外出租。 联系人：王琳

联系电话:13966145109

出 租

淮北市华松房地产有限公司公告

日常低碳环保小常识
(五)生活节能环保小常识

1.买车要买小排量的环保型汽
车，外出时若行李不太重，在有公汽
可乘的路段尽量不开车，若路途不
太远应提倡骑自行车或步行。

2.家中所有电器及办公室的电
器用毕要随手关掉电源，不要让电
器长时间处于待机状态。

3. 空调温度设定在 24～ 28 摄
氏度之间，买冰箱应买省电型的，看
电视音量要适中。

4.尽量不用一次性餐盒、筷子、
塑料袋，上街购物自备布袋或筐子，
养成不用餐巾纸而用小手帕的习
惯。

5.在打印机旁备一个废纸储存
箱，可以重复利用的打印纸一定重
复利用，不能再利用的各种废纸一
定要交给回收商，不管钱多少，节约
最重要。

6.淘米水切勿随意倒掉，可用
来浇花、洗脸或洗碗，肥力、去污力
温和，又不污染水质。喝不了的面条
汤、水饺汤也有一定的去油污作用，
可用来洗刷碗筷。可减少洗洁精对
水质的污染和在人体内的蓄积。

7.拒绝含磷洗涤剂，只用无磷
洗涤剂。若时间允许、体力允许，尽
量手洗衣服，既节电又节水。

8.家中备几个污水桶，将各种
洗涤废水积攒起来用于冲洗厕所。

我国的水资源和石油、煤炭等

能源相对匮乏，而环境污染却相当
严重，让我们行动起来，提倡简单生
活，避免奢侈浪费，保护环境，造福
后代。

(六)经典节能环保知识

不燃放烟花爆竹; 双面使用纸
张;节约粮食;拒绝使用一次性用品;
消费肉类要适度 ;随手关闭水龙头;
随手关灯，节约用电 ; 拒绝过分包
装;使用节约型水具;拒绝使用珍贵
木材制品; 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尽
量利用太阳能; 尽量使用可再生物
品;使用节能型灯具;简化房屋装修;
修旧利废;尽量购买本地产品;不随
意取土;多用肥皂，少用洗涤剂;不焚
烧秸秆; 不干扰野生动物的自由生
活 ;不吃田鸡，保蛙护农;提倡观鸟，
反对关鸟;拒食野生动物 ;减卡救树;
不穿野兽毛皮制作的服装; 不在江
河湖泊钓鱼;少用罐装食品、饮品;不
用圣诞树;不购买野生动物制品等。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将于 2019年 7
月 15日在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
公开网络拍卖。

一、拍卖标的：①淮北市相山区孟山中
路 11 号众城大厦 B-506 室 ， 起拍价 ：
202300元；②淮北市相山区孟山中路 11号
众城大厦 B-505室，起拍价：202300元; ③
淮北市相山区孟山中路 11号众城大厦 A-
2108室，起拍价：209100元；④淮北市相山
区孟山中路 11号众城大厦 A-2104室，起
拍价：554200元;⑤淮北市相山区孟山中路
11号众城大厦 A-708室， 起拍价：202300
元; ⑥淮北市相山区孟山中路 11号众城大
厦 A-704室，起拍价：535500元。

二、拍卖地点:
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sf.taobao.com

三、报名时间:
自公告发出到拍卖开始前。
四、竞买手续：
有意竞买者登陆 sf.taobao.com/0560/

02,报名竞标并缴纳保证金。
五、其他事项：
与上述有关的案件当事人， 担保物权

人及其他优先购买权人届时应参加本次拍
卖会，如缺席，则丧失相关权利，本公告视
为送达担保物权人及其他优先购买权人。

六、详情请查看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后续拍卖进展不再
另行通知。

咨询电话：15856116600宋经理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

2019年6月9日

关于限期迁移、清理机厂路西侧地块棚改项目范围内坟墓的公告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网络拍卖公告

声 明

公 告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公 告

为加快推进机厂路西侧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按照相山区重点项目清零行动
的要求，从 2019年 6月 10日开始，将对机厂路西侧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内所有
的坟墓进行迁移、清理。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迁移、清理坟墓的范围，南至原淮北工业学校北侧围墙；北至山坡；东至机厂
路；西至康复巷。 在此范围内所有的坟墓均需迁移、清理。

二、迁移、清理坟墓的时间：2019年 6月 12日至 2019年 6月 22日为坟墓的自行
迁移（自平）时间，由东街道办事处征收办参照淮政秘［2018］5号文件相关补偿标准给
予补偿；逾期未自行迁移（自平）的坟墓将视为无主坟进行清理。

三、对拒绝、阻碍坟墓清理迁移工作，或扰乱社会秩序，违反社会治安管理规定的，
由公安机关依法进行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东街道办事处征收办：0561—3056915

东街道办事处民生社区：0561—3053158
相山区东街道办事处
2019年6月12日

杨庄煤矿职工丁兆雷、 杨庄煤矿建
州公司职工侯振弋、杨学敏、蒋连超因长
期矿工，根据《淮北矿业集团公司职工惩
处暂行规定》 之有关规定已达到解除劳
动合同条件，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15日
内返矿办理有关事宜，逾期不到者，一切
责任自负。

特告之。
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杨庄煤矿

2019年6月11日

淮北九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股东

会于 2019 年 5 月 29 日决议解散该公

司，并于同日成立了清算组。 请公司债

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张辉

联系电话：13605617576

淮北九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6月10日

淮北秋艳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会于 2019年 5月 29日决议解

散该公司， 并于同日成立了清算

组。 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 45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

联系人：张辉

联系电话：13605617576
淮北秋艳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6月10日

根据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
例》，“濉溪县信鸽协会”经我局依
法审批成立，登记注册，系法人社
团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340621MJA683152E， 法定代表
人：张现才。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
护。

特此公告
濉溪县民政局

2019年6月3日

李侠（34062119760610124X）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遗失，声明作废。
徐晓芹 3406030012009199号就业失业登记证遗失，声明作废。
淮北市相山区九尺巷餐厅 JY23406030011914号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遗

失，声明作废。
刘梅 340604197609202023号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吴法 HBMD201805998号购淮北恒大名都 08栋 0101室金碧物业有限公

司淮北分公司收费收据（装修保证金）遗失，声明作废。
吴梵M340062162号出生证遗失，声明作废。
孙奕 L340756295号出生证遗失，声明作废。
刘创 3406010013019839号就业失业登记证遗失，声明作废。
朱永侠 03957277号购九华学府 11＃403室的购房发票遗失，声明作废。
彭洋 00013920 号购淮北恒大名都四期 27＃—1—2001 号房的购房发票

遗失，声明作废。
张新茹 L340757905号出生证遗失，声明作废。
濉溪县国通矿业有限公司 J3661001015101号开户许可证遗失， 声明作

废。
淮北市相山区巧婶河间驴肉火烧店 92340603MA2NL9M27J号营业执照

正本及 JY23406030043528号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张修梅 02000134060080002016511743号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遗失，

声明作废。
苗欣警官证遗失，警号为 026592，声明作废。淮北市万福家园 10幢 2604室房屋， 原系淮北市华松房地产有限公司抵付给该工程的实

际施工人黄伟，黄伟辗转卖给许成成（身份证号）340602198605092420，淮北市华松房地产有限
公司于 2011年 3月 5日与许成成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 现该房已具备办证条件。

此前，黄伟有多起一房多卖的情况。 为减少纠纷，保护合法购房者的权利，特将万福家园 10
幢 2604室房屋的情况予以公告。 有异议者，请于 30日内，与淮北市华松房地产有限公司联系。

联系人：殷女士 联系电话：0561—3056662
淮北市华松房地产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1日

新华社青岛6月11日电 随着中国
正式发放 5G 商用牌照，5G 技术开始走
进人们的生活。 有了 5G“加持”，医疗服
务将发生哪些变化？ 正在山东省青岛市
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
会上，“5G+医疗”成为热议的话题。 从
专家描绘的图景中人们看到，5G 技术
将大大提高医疗服务的整体效能，推动
健康服务体系发展和模式重构，深刻改
变人们的就医体验。

超乎想象：颠覆医疗健康服务生态

5G 技术和医疗相遇， 会擦出怎样
的火花？ 专家给出了许多人们意想不到
的答案。

“未来病房可能不再需要医疗监
护仪，而是通过信息贴片，把病人的
信息利用 5G 网络快速传到工作站”
“重症监护室查房可以通过远程操作
机器人实现”“在急救车里就能调阅
病人以往的电子病例，开具各种检查
单，实现急救前移”……5G 技术大大
拓展了医疗健康服务的空间和内
容。

“医疗场景的网络需求非常大，
而大带宽、低时延、安全是 5G 的典型
特征， 这恰恰符合未来医疗发展需
求。 ”互联网医疗系统与应用国家工

程实验室主任赵杰说，5G 将彻底颠
覆现在医疗的生态。 随着 5G 技术与
医疗服务需求融合， 院内设备互联、
院间医疗业务的开展以及院外应急
救治和区域医疗系统有机结合，都有
望快速实现。

据赵杰介绍，互联网医疗系统与应
用国家工程实验室已在全国实现首个
5G 医疗实验网的建设， 并在国内首次
完成了独个场景 5G 医疗应用的测试。

“5G 网络的综合性能是 4G 的 100
倍，延时达到毫秒级，这使未来医疗系
统能够流畅运行。 ”赵杰说，经过不断测
试完善，5G 在医疗中的应用将得到快
速发展。

拓展外延：倒逼医疗服务体系变革

互联网诊疗、远程医疗和培训、电
子处方+审方、 家庭巡诊……随着国
家陆续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和各地持
续探索，“互联网+医疗健康” 的形态
日益丰富。专家认为，5G 技术的应用，
将不断扩大“互联网+医疗健康”的外
延，并重新规划医疗服务模式和体系，
医学教育和医学研究也将随之发生改
变。

基于运筹学的医院病床等技术、基
于时序的急性胰腺炎最佳手术预判模
型、基于医学图像临床疾病的预测诊断
模型……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党委书记、

华西生物医学大数据中心主任张伟认
为，预测干预医学将在新型健康医疗服
务模式和管理中得到应用， 而由大数
据、 人工智能驱动的诊断治疗抉择，可
能让手术路径发生改变，降低患者致残
率、致死率。

“慢病管理服务也将出现新业态。 ”
张伟说，慢病早期具有不确定性的时候
可以进行定制化治疗，后期则可以利用
可穿戴设备、传感器等手段实现标准化
治疗。

远程可视技术、 生物传感器和感
应传感器的连接、 图像识别技术下的
影像诊断技术……专家认为， 这些技
术联合起来， 移动互联下的医疗服务
模式将出现医疗服务平台化、 去机构
化的趋势。

“大数据、 人工智能不可能让医生
失业，但是不懂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医
生会失业。 ”张伟说，基于“新医科”的新
时代医学教育体系变革将会发生，医学
人才知识体系需要重构，比如，理工医
交叉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护理及健康管
理人员的分类等。

循序渐进：技术、配套、监管一个都

不能少

“5G+医疗”的前景着实令人兴奋，
不过，专家认为，现阶段其仍面临发展
的瓶颈和风险，需要理性对待。

“5G 组网还在初期， 应用尚待开
发，新装备和技术还有待完善。 ”国家远
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主任卢清君
认为，“5G+医疗” 目前面临组网贵、成
本高、迭代难等难题，而且，5G 通信的
持久性和稳定性还有待观察。

人工智能是 5G 技术的重要应用方
向。 卢清君说，人工智能长于逻辑，却并
不知道复杂的因果关系。 而且，医学伦
理和医患责任的建立、 法规的干预、经
济模式的干预，都对人工智能的设计模
型影响巨大。

“临床是不允许出错的，不允许有
波动。 ”卢清君说，当 5G 组网还处于不
稳定状态时，临床应用一定要谨慎。

医疗行业是数据密集型行业，随着
数据生成和共享行为增加，医疗数据加
速积累，这对采集、存储、管理等提出了
更高要求。 迪斯杰（北京）数据管理技术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韩宏坤认为，数
据能否“秒级分享”，关系到上下转诊的
速度、病人获取信息的速度等，这都需
要“医学大脑”来进行实时的“数据治
理”。

一些专家还认为，适应 5G 等技术
变革带来的医疗健康业态新变化，公
立医院治理结构、人事与薪酬制度、医
疗服务定价、 支付制度等都需要相应
做出改变。 同时，国家在医疗服务质量
安全、 结果评价等方面的监管也要加
强。

5G时代的“互联网+医疗健康”什么样？
———来自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的观察与思考

6月11日，游客在油菜花

海里游玩。

近日，在辽宁省沈阳市沈

北新区时空东街与蒲民北路交

叉口附近，成片的油菜花竞相

绽放，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赏。

■摄影 新华社记者 杨青

油菜花海
醉游人

在正值初夏时节的端午小长
假里，很多人都会选择到公园或植
物园游玩，亲近大自然，呼吸新鲜
空气。 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
人”。 但是，很多树木存活时间不
止十年，有些树木的树龄甚至长达
上百年、上千年。 2018 年 7 月，有
媒体报道， 在北京密云有一棵
3500 岁的古树侧柏， 被推断为北
京树龄最长的古树，树干要 9 人伸
开双臂才能环抱。 历经百年风雨，
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古树既“坚强”也“脆弱”，亟需人们
的保护。 那么，什么样的古树可被
称为古树？古树有哪些特征？ 专业
园林人员是如何保护古树的？

生长 100年以上的树木， 被称
为“古树”。 我国植物学家按照古树
的树龄，将古树分为三个等级：一级
古树、二级古树和三级古树。 其中，
树龄在 500年及以上的古树为一级
古树， 树龄在 300年至 499年之间
的古树为二级古树， 树龄在 100年
至 299年之间的为三级古树。

古树不仅见证了历史， 它们在
科研、生态、文化等多方面也都具有

重要价值。 从科研角度来看，古树可
以帮助规划人员了解当地自然历史，
例如气候特点、植被更替变迁、水文
地理研究等，对研究树木生长发育
规律也有重要意义。 从生态角度来
看，古树的树冠通常较大，在制造氧
气，调节空气温、湿度，阻尘降噪等
方面都有较高的价值。 从文化角度
看，有些古树与特定历史事件相关，
也有助于为人们普及历史知识。

但是，如果不对古树进行有效
保护，古树就会衰弱下去，因此，多
个国家、地区的专业人员都会对古
树进行保护和复壮工作。其一是组
织对古树进行调查寻访，将各地区
古树分级登记， 为古树建立档案；
其二是对古树采取日常保护措施，
让古树继续健康生长；其三是对濒
危古树进行抢救复壮，如给古树根
部换土，采取措施增加土壤透气性
等。 这些保护和复壮措施，可以让
古树继续焕发生机，蓬勃生长。

反映自然历史 记录植被变迁

古树的价值你了解吗？

茳茳茳上接第1版
市生态环境局强力推进 “双随

机”执法工作。按照“一单两库”(即重
点抽查事项清单、 污染源动态信息
库、执法人员信息库)要求，进行实
时动态管理，优化细化工作流程，切
实转变执法理念， 妥善解决执法监
管难等问题。 1至 4月份，市本级开
展了 2 轮“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检
查，共抽查检查企业 46 家，查处违
法企业 5家，均依法依规处理，并督
促指导整改。强化分类监管，开展多
方位、多批次的专项执法检查。

积极保障各类环境督察检查，
配合省驻点督察组做好互查、开展
检查工作。严格执行重污染天气特
别管控措施，认真落实重污染天气
应急预案要求，严格执行工业污染
减排措施，共检查 160 家次企业落
实临时管控措施。充分利用在线监
控平台查处违法行为。 1 至 4 月份
共处理异常、故障及停运报告 300
余份，修约异常、缺失数据 100 余
组，传输有效率为 98％以上，远超
省厅要求的 85％和 90％的标准，位
居全省第二。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记者
11 日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
到，为贯彻落实全面建成多层次社
会保障体系的要求，完善多层次养
老保险体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和财政部牵头，正在会同相关部门
研究制定养老保险第三支柱政策

文件，目前进展顺利。
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

负责人介绍， 拟考虑采取账户制，
并建立统一的信息管理服务平台，
符合规定的银行理财、商业养老保
险、基金等金融产品都可以成为养
老保险第三支柱的产品，通过市场
长期投资运营，实现个人养老金的
保值增值。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多类金融产品
均可参与养老保险第三支柱
■记者 叶昊鸣■新华社记者 田晓航 温竞华 苏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