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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华盛顿9月8日电 对于墨西哥南
部近海7日发生的超过8级的地震，科研人员分
析相关数据后初步认为，虽然这次地震发生在科
科斯板块与北美板块交界附近，但其实可能是由
科科斯板块内部断层造成的。

美国地质勘探局官网上的相关分析说，这次
地震发生在太平洋东部的科科斯板块与北美板块
交界附近，科科斯板块以每年约76毫米的速度向
东北方向移动，钻入北美板块之下。虽然这种板
块之间的边界区域常常发生大地震，但对此次地
震相关数据的初步分析显示，这是一次科科斯板
块内部的地质事件。

美国地质勘探局说，虽然地震中心在地图上
常常被标成一个点，但通常存在一个大范围的地
质断层，像墨西哥此次规模的地震，断层通常长约
200公里，宽约50公里。据统计，在过去一个世
纪里，本次地震震源地附近250公里范围内发生
过8次7级以上地震。

墨西哥8.2级地震追踪

墨西哥地震可能源于
科科斯板块内部断层

9月8日，在墨西哥南部地震重灾区瓦哈卡
州，救援人员在现场搜救。

墨西哥内政部下属的全国民防机构负责人路
易斯·普恩特8日下午表示，据全国应急委员会的
报告，墨西哥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58人。墨西
哥7日晚发生强烈地震。 新华社发（戴维摄）

“美国高考”因泄题
大面积取消考试
亚洲考场成“重灾区”，波及中国考生

“美国大学入学考试”（ACT）主办方7日说，
由于美国境外一些国际考点出现泄题事件，主办
方决定取消涉事考点原定于9日举行的考试，并
且不再重新组织考试。由于被取消的考点大多位
于亚洲地区，不少来自中国、泰国、新加坡等地的
考生叫苦不迭。

ACT 考试与 SAT 考试均被称为“美国高
考”。这两项考试既是美国大学的入学条件之一，
也是发放奖学金的主要依据。ACT考试分为英
语、数学、阅读和科学4部分，作文为选考。

根据美国非营利机构“公平考试”发布的消
息，这次取消考试主要影响亚洲地区。其中，中国
一些留学考试机构报告，报名在上海、台湾、澳门、
香港、日本和新加坡某些考点考试的学生均收到
取消考试的通知。

这并非ACT考试首次发生泄题风波。去年
6月，同样因题目泄漏，韩国和中国香港地区所有
考点取消考试。去年10月，亚洲和大洋洲不少考
生因泄题事件，作文考试分数被取消。

张旌（新华社专特稿）

墨西哥地震
遇难人数升至58人

新华社哈瓦那9月8日电（记
者马桂花）古巴气象专家8日晚在
古巴国家电视台宣布，飓风“艾尔
玛”已在中部卡马圭省东北部登陆。

古巴气象研究所国家预报中心
主任何塞·鲁别拉说，“艾尔玛”已登
陆卡马圭北部岛屿，最大持续风速
每小时250公里，并正以15公里的

时速向西移动。照此速度，若飓风
仍延续目前路径，将很可能在9日
一早影响古巴中部谢戈德阿维拉省
和圣斯皮里图斯省，随后转向西北
朝美国佛罗里达州行进，并于10日
登陆该州。

8日，飓风“艾尔玛”影响古巴东
北部海岸，在一些地点风速达到每

小时120公里，在最东部的关塔那
摩、奥尔金等省，飓风带来的海浪高
达7米。古巴民防部门决定将包括
首都哈瓦那所在的西部省份纳入二
级飓风警戒，这些地区将有大雨，沿
海地区会遭遇洪水。

截至 8 日，古巴有 70 多万人
已从沿海地区撤离到内陆。居民

用木板、沙袋等固定保护房屋。政
府机构以及不少军事设施都成了
临时避难所。古巴电视台全天候
跟踪报道“艾尔玛”的行踪走势，
并由专家介绍防护减灾措施。政
府要求民众通过气象和民防部门
不断更新的飓风预警及时了解最
新信息，遵守地方政府所采取的安

全措施。
飓风“艾尔玛”是有气象记录以

来大西洋上的最强飓风。连日来，
“艾尔玛”重创加勒比地区，圣马丁
岛、波多黎各、安提瓜和巴布达等地
区损失惨重，已经造成数十人伤
亡。多米尼加、海地、巴哈马等国纷
纷采取措施紧急应对。

大西洋史上最强飓风登陆古巴
重创加勒比地区，已经造成数十人伤亡

9月8日，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中心上空乌云密布。 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 摄

肆虐加勒比海地区的飓风“艾
尔玛”正朝美国佛罗里达州移动，预
计将于10日早上登陆。根据气象
预报，“艾尔玛”登陆美国时预计达
到五级飓风强度，从南到北横扫佛
州，而后北上影响佐治亚州和南卡
罗来纳州。

迈阿密大学气象专家布赖恩·

麦克诺尔迪告诉美联社记者，“艾
尔玛”可能在美国最南端基韦斯特
附近登陆，移动轨迹可能会更靠佛
州西海岸、即墨西哥湾一侧，而非
大西洋沿岸，这算是“不幸中的万
幸”，因为东部人口更稠密，迈阿
密和劳德代尔堡等旅游城市坐落
在此。

预计受灾最重的将是佛州南
部。按照美国国家气象局说法，飓
风过后，佛州南部很多地方可能

“数周甚至数月”都没法住人。美
国核心信息咨询公司估计，将近
850 万处佛州民宅和商业建筑将
受到严重损坏。

佛州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大

约560万人收到撤离令，其中50万
人收到强制撤离令。佛州州长里
克·斯科特说，所有佛州人都应该做
好撤离准备。在佐治亚州，大约5.4
万人接到疏散令。

斯科特向那些处在危险区但还
未撤离的人说道：“我们就快没时间
了。如果你在（强制）撤离区，你必

须现在离开。记住，房子可以重建，
但生命不可以。”

《华盛顿邮报》报道，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位于佛州棕榈滩的私宅
海湖庄园也在紧急疏散名单之
列。暂不清楚海湖庄园是否已经完
成疏散。

王宏彬（新华社专特稿）

根据气象预报

“艾尔玛”今日将登陆美国佛州
特朗普私宅海湖庄园在紧急疏散名单之列

“哈维”刚走，“艾尔玛”又来

强飓风“双击”美国敲响气候警钟

“哈维”刚走，
“艾尔玛”又来，美
国再一次准备迎
战强飓风。与此
同时，大西洋上又
有两场飓风威力
迅速增强，并可能
登陆。那么，今年
美国的飓风季是
否不同寻常？气
候变化又在其中
发挥什么作用？
强飓风频发是否
会成为新常态？

据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的报
告，当地时间 8 日早些时候，“艾尔
玛”从最高等级的五级飓风降至四级
飓风，然后又于当晚重新增强为五级
飓风，持续最高风速达到每小时260
公里。专家预测，“艾尔玛”的破坏能
力可能超过刚刚重创美国得克萨斯
州的“哈维”。

“‘艾尔玛’将是史诗级的，可能

比我们以前所看到过的飓风都要更
强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
推特上警告说，“注意安全！如果可
能，请撤离飓风路线。”

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著名飓
风专家菲利普·克洛茨巴赫对新华社
记者说，从侵袭美国的飓风数目看，
这仅仅是今年的第二场，所以“还不
是太不同寻常”。但他强调，虽然美

国曾在同一年经历过 4 场三级以上
强飓风登陆，但“此前美国（在同一飓
风季）从没有遭受过两场四级飓风的
袭击”。

每年6月至11月为大西洋飓风
季。据统计，一个飓风季平均出现
12场风暴，其中6场成为飓风，3场增
强为三级以上的强飓风。平均每两
年，美国沿海地区遭到包括一场强飓

风在内的3场飓风袭击。
值得注意的是，在“艾尔玛”即将

登陆之际，本周大西洋上又形成了两
场新飓风。截至 8 日晚，其中的“乔
斯”已增强为四级飓风，而“凯蒂娅”
也接近成为三级飓风。美国国家飓
风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埃里克·布莱克
在推特上写道，“同时有 3 场飓风威
胁登陆……这是前所未有的。”

放眼未来，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
下，两场接连发生的强飓风是否会成
为新常态？克洛茨巴赫说，强飓风接
连发生其实“较为常见”，“1961 年，
大西洋上的前 5 场飓风都是强飓
风。从登陆方面看，上一次有两场强
飓风登陆美国，是 2004 年的‘伊万’

和‘珍妮’”。
美国密歇根大学气候变化问题

研究专家理查德·鲁德教授却认为，
两场接连发生的强飓风登陆美国大
陆“确实不同寻常”。“在可预见的未
来，至少在接下来几十年，气候将继
续变暖，因此新常态将是‘改变’。

天气在改变，因此风暴统计数字在
改变，我预计极端风暴将变得更加
频繁、更加极端。”鲁德说。

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在气候
政策上开历史倒车，不仅不承认气
候变化的科学性，而且退出全球应
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鲁德

批评说，特朗普的气候政策“短视，
而且是毁灭性的”。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水文与大
气科学系的杰弗里·克格尔教授认
为，两周两场强飓风再次敲响了气
候警钟。

（据新华社华盛顿9月8日电）

本周大西洋上又形成了两场新飓风

两场强飓风接连登陆美国大陆“确实不同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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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三亚崖城施顿福满楼酒家不慎遗
失 发 票 税 控 盘 ，税 控 盘 号 ：

注销公告
三亚永照船舶有限公司拟向海南
省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前来办理相关事宜。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

变更地址的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海口市琼山支公司三门
坡营销服务部，成立日期：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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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编码：000002460107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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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889912934招商公告

现有海南澄迈老城经济开发
区工业用地二块，共129亩，厂房
10000 平米，其他建筑 1500 平
米。现向社会寻求合作伙伴。有
意者请电话联系。
联系电话：翁先生：13322095818；

李先生：13807598528；
韩先生：15208958697；
电话：0898-66810056

特价车租赁
新车5座至55座13398983886

寻求优质地产项目
大型房企寻求全岛优质地产项目
转让，合作等方式均可。联系人：
卢先生18089803733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499920501760，海南省增值税普
通发票，发票代码：4600153320，
发票号码：02863489-02863570，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万宁市万城新发药店2015年 10
月1日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证号为：460024780414002，(在丢
失日起至登报日前发生的一切事
情与我店无关)，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房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金
贸西路店:收据编号 0093203－
0093211，0093250，共10张，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儋州那大伟昌旺铝合金加工店 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有权证》因已遗失并声明作废，现
向我中心申请补发。经初步审定，
现予公告。如有异议者，请自公告
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我中心
书面提出，期满无异议，我中心将
依照有关规定注销原澄房权证老
城私字第08744号《房屋所有权
证》，并补发新的《不动产权证》。
特此公告

澄迈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7年9月5日

469003600223173，税务登记证
正 、 副 本 ， 税 号 ：
362422197409130034，声明作废。
▲洪志松遗失骏豪仕家5#住宅楼
1单元5-1-1301房购房合同，合
同号：L00194954，特此声明。
▲儋州渔家村饮食服务有限公司
渔家村美食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
副 本 ， 税 号:
46002919720405022X，声 明 作
废。
▲海南国营通什茶场五指山高香
茶叶加工厂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
副本，税号：460035735826356，
现声明作废。
▲海口美兰鸿雁商行不慎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编号：
JY14601080018104，声明作废。
▲李周满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证
件编号4699000014002950，特此
声明。

▲海南汇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一本2-2,注
册号：4600000000281265,特此
声明。
▲海口狮泰通石业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一本2-2,注册号：
914601005624162359,特此声明。
▲钟梓妍（女）于2016年7月22日
11时59分在海南和京生殖医院出
生，其出生证不慎遗失，证号：
P460121943，声明作废。
▲乐东乐光元旦摩托车维修店公
章不慎遗失，现声明作废。
▲中铁二十二局集团第三工程有
限公司书香小镇项目经理部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省知行艺术交流中心遗失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副本，
( 法 人)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460000395794975A，声 明 作
废。

▲李强不慎遗失导游员资格证书
丢 失 ， 资 格 证 号:
DZG2003JL10101，特此声明。
▲王笑迪不慎遗失导游员资格证
书 ， 资 格 证 号:
DZG2003JL10100，特此声明。
▲肖子权遗失天安保险公司的保
单 ， 保 单 号 ：
6402130080820170002992
单证号：1602373068，特此声明。
▲王月凤遗失专业技术资格证，证
件编号12315209，特此声明。
▲海南海大平正律师事务所黄亚
林律师于今年9月3日遗失了由海
南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执业证，执
业证类型为兼职律师，证号为
14601200120112149，流水号为
10392113，现声明作废。
▲戈声遗失世华地产承购确认书
及收款收据各一份，证件编号
HKSHDC0000569、 17070245，
特此声明。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