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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8日，体彩超级大乐透迎
来 10 亿元大派奖第 3 期开奖——
前 区 开 出 号 码“08、10、11、29、
32”，后区开出号码“02、06”。河
南省汝州市 4104820036 体彩实体
店 中 出 二 等 奖 1 注 ，奖 金 436741
元。

这家体彩实体店，位于汝州
市 郏 宝 路 口 东 的 东 建 材 市 场 附
近，中得二等奖的是一张 5 注追
加票，投注金额 15元。

当期全国开出二等奖 79 注，
单注奖金为 184764 元；其中 51 注
采 用 追 加 投 注 ，单 注 追 加 奖 金
147811 元。由于正值体彩大乐透
派奖，当期二等奖派奖 500 万元，
有 48 注二等奖符合参与本次派
奖条件，每注还可多得二等奖派
奖奖金 104166 元。分享派奖奖金
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为 436741
元。也就是说，河南汝州这位中
奖者多花 5 元进行了追加投注，
就多得了 251977元的奖金。

大乐透派奖的魅力，由此可
见。

今年是体彩超级大乐透上市
15 周年。15 年来，超级大乐透给
大家带来了无数的惊喜和欢乐。

每一期开奖总让人期待万分，每
一组投注号码都让人心怀希冀，
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爱心传递。
15年的精彩回眸，超级大乐透带来
的每一次惊喜和快乐都值得回味。

除了 10 亿元大派奖活动外，
另一重磅活动“超级大乐透品牌
口号及品牌 Logo 创意征集活动”
也在火热进行中。凡参与者均有
机会获得丰厚奖品。

心动不如行动，快来加入体
彩超级大乐透吧。 （体彩）

幸运！5元钱多中25万元

以下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平顶山监管分局批准迁址更名开业，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
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杨东分理处

机构编码：B0002U341040014

许可证流水号：00931132

批准成立日期：1992年3月 16日

业务范围：经国务院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并经上级

行授权的业务

机构住所：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建设路与东环路交叉口

东南角杨东大厦一层商铺

邮政编码：467021

联系电话：0375-8956871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平顶山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22年4月8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http://www.cbirc.gov.cn ）上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平顶山监管分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2022年 第30号

注销公告
平顶山市三源汇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402698728238Y）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
人于见报之日起 45日到公司申请登记。

特此公告。
平顶山市三源汇商贸有限公司

2022年 4月 27日

鲁山祥润口腔门诊部拟选址鲁

山县南后街第二人民医院北 30米路

东，特此公告。

鲁山祥润口腔门诊部

2022年 4月 27日

公 告
我公司接受委托，定于 2022年 5月 6日 10时在我

公司五楼拍卖厅，依法定程序公开拍卖：1.位于鲁山县

人民路与向阳路交叉口西侧路南一层六间门面房三

年期租赁权（保证金 1万元/间）；2.位于鲁山县琴台第

四小学 6间门面房三年期租赁权（保证金 1万元/间）；

3.报废办公设备、家电等资产一批（保证金 5000元）；

4.旧机动车一批（保证金5000元/辆）。

标的详细资料、竞买人资格要求及竞买须知，请

到我公司咨询，资质审核合格后方可报名。

报名起止时间：2022年 4月 27日至 5月 4日 16时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报名截止时间止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电话：0375-2885588 15836999999

公司地址：平顶山市新华路中段豪享来楼上四楼

公司网址：www.hnjlpm.com

河南省金霖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拍卖行业A企业）

2022年 4月 27日

金
霖
拍
卖
公
告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下简称圣

普）位于非洲几内亚湾东南部，地处赤

道。疟疾是圣普首要的公共卫生问

题，当地年疟疾发生率高达 10%。自

2017 年起，中国专家组采用的青蒿素

复方“中国抗疟方案”，为圣普实现

2025年消除疟疾的目标带来希望。

随着今年雨季到来，圣普也即将

进入疟疾流行季节。为了助力圣普早

日彻底清除疟疾，来自广州中医药大

学的郭文峰带领中国援圣普抗疟专家

组，从 3 月底起对圣普 10 个疟疾暴发

村开展全民服药项目。

全民服药是世界卫生组织疟疾防治

指南中一种群防群治方法，通过某些疟

疾高发特定区域内所有人群同时服用全

疗程抗疟药，而达到清除疟疾传染源的

目的，是遏制疟疾最有效的方案之一。

2017年起，中国援圣普抗疟专家组

根据当地疟疾发病流行情况，借鉴中国

消除疟疾经验，与圣普卫生部、疾控中

心抗疟工作团队一起，因地制宜将圣普

村落按照疟疾发生率分为四类，有序推

进以特定区域“全民服药”为主要措施的

“清除传染源优先”的“中国抗疟方案”。

“中国抗疟方案”的核心在于具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青蒿

素哌喹片，也叫“粤特快”。该药现已

取得包括美国在内的 40 个国家的国

际专利保护，被商务部列为我国援助

非洲的一线抗疟药品。

“一开始，圣普政府对中国的方案

还持有怀疑态度，2019 年 7 月才允许

我们在疟疾发病率最高的自由村做试

点。”郭文峰回忆说。

2019 年 7 月，中国援圣普抗疟专

家组在自由村试点开展“中国抗疟方

案”，取得显著效果。郭文峰说，自由

村总人口约 500 人，但年疟疾报告病

例数一度高达 1000 余例，这意味着每

名村民平均感染两次。

“我们在自由村开展的全民服药

示范项目用的就是这种药，既可以预

防也可以治疗疟疾，主要原理是杀灭

人体内的疟原虫。”郭文峰介绍，这个

方案在科摩罗、越南、柬埔寨等国家都

取得了特别好的效果。

在专家组的努力下，三轮全民服

药后，自由村实现了连续 8 个月零发

病。用青蒿素复方群防群治的策略逐

步获得圣普政府和民众肯定和好评。

近年来，首都圣多美附近的试点村更

是实现了年均疟疾发病率从 60%下降

到 3%的奇迹。

参与服药的村民丰塞卡表示：“全

村人一起服药是个很好的方法。我希

望这样的措施能持之以恒，早日清除

疟疾。”

除了全民服药措施，中国专家团

还组建专门团队深入调研，摸清圣普

疟疾流行规律，帮助圣普最大限度降

低疟疾发病人数，并培养了一支专业水

平高、常态化、稳定的本地抗疟团队。

由中国援建的圣普消除疟疾参比

实验室于 2021年 10月改造完成，并将

在近期正式挂牌。该实验室将弥补圣

普在疟疾检测方面的空白，助力圣普

提高疟疾检测能力。

今年 3 月，圣普卫生部部长蒙泰

罗对中国给予圣普的无私援助和中国

抗疟专家组为圣普实现消除疟疾目标

所作贡献表示高度赞赏和衷心感谢。

她说，圣普政府一直视疟疾防治为卫

生事业重点，在两国抗疟团队共同努

力下，目前圣普疟疾发病率已极大降

低。 （新华社圣多美4月25日电）

试点村年均疟疾发病率从60%下降到3%——

中国青蒿素助力非洲岛国攻克疟疾难题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

斯汀访问乌克兰后，美国国务院 25 日

发布声明公开一系列援乌措施，包括提

供外交支持、资金援助以及出售军火

等。

分析人士表示，美国这些举动无异

于“火上浇油”，不利于乌克兰和俄罗斯

的谈判，其目的是延长俄乌军事冲突，

谋求自身地缘战略利益。

重开使馆

布林肯和奥斯汀 24 日前往乌克

兰，与乌总统泽连斯基、外长库列巴、防

长列兹尼科夫等官员会面。25日，布林

肯与奥斯汀在波兰东南部靠近波乌边

境的一处地点举行记者会，介绍访问情

况。

布林肯在记者会上说，美国外交官

下周起将重返乌克兰，并研究重开位于

基辅的美国驻乌使馆事宜，预计使馆将

在“未来几周后”重开。布林肯透露，美

国总统拜登将提名现任美国驻斯洛伐

克大使布丽奇特·布林克出任美国驻乌

克兰大使。

布林克需获美国国会参议院批准

方可履新。自前任美国驻乌大使玛丽·

约万诺维奇 2019 年 5 月被时任总统特

朗普召回后，这一职位空缺至今。

继续军援

美国国务院网站在一份声明中发

布了更多布林肯访乌信息。声明说，布

林肯在会谈中告知泽连斯基，美国将向

乌克兰和中东欧及巴尔干地区 15 个北

约盟友和伙伴国家提供总额超过 7.13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资金。其中，乌克兰

将获得逾 3.22亿美元，用于增强该国作

战能力。提供给北约盟友的资金将用

于解决它们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后造成

的本国武器库存短缺。同时，美国将向

乌克兰出售价值 1.65亿美元的军火。

按照美国国务院的数据，自俄罗斯

2月 24日开始特别军事行动以来，美国

已对乌承诺大约 37 亿美元安全援助。

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对乌援助已

超过 43亿美元。

奥斯汀说，他与泽连斯基以及其他

乌方官员讨论了美对乌安全援助和向乌

军提供训练等事项。美方将于26日在位

于德国的一个美国空军基地与盟友和伙

伴开会讨论增强乌克兰作战能力问题。

俄罗斯媒体 25日援引俄驻美大使

安东诺夫的话报道，俄方已就美方向乌

克兰供应武器问题递交照会，要求美方

停止相关举动。安东诺夫表示，美方意

在激化局势，并且没有回应俄方照会。

延长冲突

不少媒体与分析人士认为，布林肯

与奥斯汀这次访问旨在为乌克兰“打

气”，鼓动乌政府坚持军事对抗而非谈

判解决，延长俄乌冲突的持续时间。

美国非营利新闻网站“截击”日前

刊文说，西方特别是美国必须扪心自

问，其当前行为是否真的有助于结束乌

克兰平民遭受的摧残。文章认为，西方

增加对乌武器援助数量和种类、加快对

乌武器援助速度并加强对乌情报支持

力度可能会延长俄乌冲突的持续时间。

文章说，如果西方的目的是尽快结

束这场冲突，那就必须严肃分析大规模

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对乌平民处境和俄

乌停战前景的影响。如果西方援助的

武器进入乌克兰，导致俄乌和北约三方

通过谈判达成冲突解决方案的进程受

到拖延，那么大规模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就很难被视为明显的积极因素。

莫斯科国立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

授阿列克谢·费年科认为，布林肯和奥

斯汀访问乌克兰后，乌方在与俄方谈判

中的妥协性将降低，这不利于双方谈

判。他说，乌方会备受鼓舞，继而在与

俄谈判中不再让步。

俄罗斯外交部外交学院政治学博

士谢尔盖·日利佐夫认为，美国设法延

长俄乌冲突，通过这种方式巩固和提高

其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地位，美国

甚至试图让欧洲国家卷入其中从而扩

大地缘政治冲突。此外，美国政府希望

通过打“乌克兰牌”掩盖其自身经济政

策失败，包括通胀上升、部分食品持续

短缺以及能源价格进一步上涨等。

（据新华社华盛顿4月25日电）

美高官访乌 继续火上浇油

新华社北京 4月 26日电 （记

者马卓言 董雪）外交部发言人汪

文斌 26 日表示，美国入侵阿富汗

20年，造成罕见的人道主义灾难，

美方应对阿富汗人民失去的 20年

作出道歉和赔偿。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据报道，4月 25日，14名联合国

独立人权专家发表声明，批评美国

政府冻结阿富汗央行数十亿美元

资产的行为，称这将导致阿富汗妇

女的生存状况继续恶化。你对此

有何评论？

汪文斌说，美国入侵阿富汗20

年，夺去了包括 3万多平民在内的

17.4万阿富汗人的生命，使近三分之

一的阿富汗人沦为难民，超过一半

的阿富汗人面临极端饥饿，造成罕

见的人道主义灾难。美国打烂了一

个国家，毁掉了一代人的前途，最后

不仅一走了之，还要把阿富汗人民

赖以生存的一点救命钱据为己有，

这充分暴露了美方所谓“基于规则

的国际秩序”的野蛮和残酷。

“美方根本没有资格奢谈什么

民主、人权。美方应该做的是立即

解除对阿富汗央行资产的非法冻

结，对阿富汗人民失去的 20 年作

出道歉和赔偿，将残害阿富汗人民

的凶手绳之以法。”汪文斌说。

外交部：

美方应对阿富汗人民
失去的 20年作出道歉赔偿

4 月 25 日是“世界防治疟疾日”。喀麦隆卫生部 25 日

在该国中部大区的索阿地区，为逾百名婴儿实施世界卫生

组织推荐的婴儿疟疾间歇性预防治疗。

新华社发（科普索摄）

喀麦隆实施婴儿疟疾间歇性防治

4月 25日，在喀麦隆中部大区的索阿地区，一名家长领取了药浸蚊帐。

4 月 25 日，在喀麦隆中部大区的索阿地区，一名婴儿接
受疟疾预防治疗。

新华社伊斯兰堡 4 月 26 日

电 （记者蒋超 李浩）中国驻巴基

斯坦使馆 26 日发表声明，强烈谴

责当天发生的卡拉奇大学孔子学

院班车遭遇恐怖袭击事件。

声明说，当地时间26日 14时20

分左右（北京时间17时20分左右），

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班车在校内遭

遇恐怖袭击。目前已造成3名中方

教师遇难，1名中方教师受伤。

中国驻巴使领馆强烈谴责这

一恐怖主义行径，对两国遇难者表

示深切哀悼，对伤者和亲属致以诚

挚慰问，将会同巴方全力做好事件

善后处置工作。

中国驻巴使领馆已在第一时

间启动应急预案，要求巴方全力救

治伤员，对此次袭击事件进行彻

查，严惩凶手。同时要求巴各级相

关部门，务必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全力确保在巴中国公民、机构和项

目安全，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中国驻巴使领馆提醒在巴中

国公民、企业、项目务必高度重视，

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形势，提高安保

等级，加强项目人员安全，严密防

范，非必要不外出。

事件发生后，巴基斯坦总理夏

巴兹·谢里夫于当天下午赴中国驻

巴使馆吊唁中方遇难人员。他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强烈谴责此次袭

击，对恐怖袭击中失去宝贵生命的

中国朋友深感悲痛，并向遇难者家

属、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人民表示最

诚挚的慰问。

夏巴兹·谢里夫表示，巴方将

向伤者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并已

指示对此事进行彻底调查，誓将肇

事者绳之以法。

夏巴兹·谢里夫说，巴基斯坦谴

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巴中全天

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敌人的邪恶

图谋绝不会损害巴中两国铁杆友

谊，也不会影响巴中双边合作。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强烈谴责
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班车遭恐袭事件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26 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土耳

其总统埃尔多安 26日与俄罗斯总

统普京通电话，再次呼吁普京与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前来土耳其

举行会晤。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

问波多利亚克 26 日说，乌方军事

力量“亚速营”仍控制着亚速钢铁

厂，俄军仍未完全占领马里乌波

尔市。

据土耳其总统府 26日发表的

声明，埃尔多安对普京说，伊斯坦

布尔谈判是俄乌之间面对面谈判

的重要开端。双方继续保持此前

伊斯坦布尔谈判取得的积极势头，

在乌克兰实现永久和平，符合各方

利益。为此，埃尔多安再次提议将

伊斯坦布尔会谈的层级提升到俄

乌领导人层面。

俄罗斯国家防御指挥中心负

责人米津采夫 25日在例行发布会

上说，乌克兰方面当天再次阻碍平

民从马里乌波尔市亚速钢铁厂撤

离的工作。他说，乌方不断宣称亚

速钢铁厂地下设施内有工人、妇女

和儿童，却又故意拒绝俄方的所有

人道主义提议，且未采取任何实际

措施撤离上述人员。截至莫斯科

时间 25 日 20 时，没有人使用俄方

提供的人道主义走廊。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

利亚克 26 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说，乌方军事力量“亚速营”仍控制

亚速钢铁厂，俄军并未完全控制整

个马里乌波尔。据乌克兰国家通

讯社援引“亚速营”的说法报道，俄

军当天对亚速钢铁厂进行了 35次

空袭。

乌总统办公室称乌方仍控制亚速钢铁厂

土耳其总统呼吁俄乌领导人来土会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