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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

疫情存在扩散风险 防控措施全面升级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焦点回应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
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及
时作出防控部署。当前，
各相关部门和地方正全
力以赴科学有效抓好疫
情防控。

如何研判当前发生
的疫情、是否已出现病毒
“超级传播者”……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22日就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防控工作有关情况举行
发布会，回应公众对疫情
的诸多关切。

截至 1 月 21 日 24
时，国家卫健委收到国内
13个省（区、市）累计报告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确诊病例440例，报告
死亡病例累计9例，新增
3例，全部为湖北病例。

从仅湖北武汉一地发现，到截至
目前13个省（区、市）报告感染确诊
病例，时间不过三四天，令公众对疫
情发展的速度感到吃惊。目前，新型
肺炎疫情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水平？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
斌在发布会上说，近日，病例数量变

化较大，与我们对疾病的认识不断加
深、完善了诊断方法，优化并向全国
下发了诊断试剂有一定的关系。

他说，专家研判认为，病例主要
与武汉相关，已经出现了人传人和医
务人员感染，存在一定范围的社区传
播。疫情传播途径以呼吸道传播为

主，病毒存在变异的可能，疫情存在
着进一步扩散的风险。

李斌在发布会上说，要严防死
守，把疫情控制在武汉。这是在此次
疫情防控的官方公开表态中首次出
现“严防死守”，显示出对当前疫情防
控的判断已升级。

疫情存在扩散风险 首次提出“严防死守”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变化，李斌
说，近日我国进一步加强了疫情防控
工作部署，完善了国家卫健委牵头，包
括30多个部门的联防联控工作机制，
下设综合、疫情防控、医疗救治、科研
攻关、后勤保障、前方工作组，分别由
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任组长，明确责任，
分工协作，共同推进疫情防控工作。

面对春运，人员流动性大幅增

强，如何对疫情进行有效防控，避免
全国性地扩散？李斌表示，下一步将
对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疫情防控工
作实行分类指导。

具体而言，在已经发现病例的省
份强化疫情监测应对，落实“五早”措
施即病例的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
早诊断、早治疗，调配医疗资源加强
病例救治，做好密切接触者追踪管

理、医院感染防控和实验室生物安全
等工作，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大环
境卫生整治力度，延缓疫情传播。

在还未发现病例的省份，制定完
善应急预案和工作方案，重点做好负
压救护车、负压病房、诊疗专家、治疗
药物、检测试剂、消杀药械和防护用
品等疫情应对准备，真正做到“五
早”，把疫情有效地控制住。

全面加强防控 确保真正落实“五早”

当前，公众对于新型病毒的致病性
和“人传人”风险，特别是新病毒与非典
（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相
比较的传播模式，高度关注。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日前
已确认病毒存在“人传人”现象，已出
现医务人员感染。疾控专家钟南山

提醒说，疫情防控的关键在于防止病
毒传播，防止出现“超级传播者”。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
在发布会上说，病毒在做对宿主的适
应突变，但还没有证据说已经出现“超
级传播者”，会密切关注后续发展。这
将是指导防控的一个重要方向。

高福说，加上这个新病毒，共发现7
个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其中SARS、
MERS比较严重，另外4个对人类的致
病性比季节性流感还弱。对于这个新
病毒，还在不断对它科学认识的过程
中。就目前的流行病学和目前的认知来
说，儿童、年龄比较小的人对它不易感。

病毒在适应突变 初步判断儿童、年轻人不易感

现在武汉到底处于怎样的情
况？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
钟南山日前对媒体表示，近期疫情防
控的重点仍然在武汉。

“目前全国九成以上的确诊病例
集中在武汉。”李斌说，下一步要严防
死守，把疫情控制在武汉。把好“入
口关”，严格落实市场监管和野生动
物管控；把好“出口关”，严格落实机

场、火车站、汽车站、码头等体温筛
检，全力遏制疫情进一步传播扩散。

“督促湖北省和武汉市依法采取
最严格的防控措施，加强农贸市场监
管和野生动物管控，内防扩散、外防
输出，劝导公众宜散不宜聚，最大程
度减少公众聚集性活动，避免聚集性
疫情发生，防止疫情进一步向外扩
散。”李斌说。

22日凌晨，湖北省政府发布关
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
控工作的通告，决定启动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II级应急响应。“也就是重大
级别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由
省政府统一领导和指挥。”国家卫健
委应急办主任许树强解读道。

（据新华社北京1月22日电 记
者屈婷 王秉阳 温竞华 田晓航）

九成以上确诊病例集中在武汉 已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I级应急响应

财政部、国家医保局：

确保确诊感染患者
不因费用问题影响就医

据新华社北京1月22日电（记
者申铖）记者 22日从财政部了解
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财政部与国家医保局联合印发通知
称，各地医保及财政部门要确保确
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患者不因
费用问题影响就医，确保收治医院
不因支付政策影响救治。

根据两部门印发的《关于做好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
保障的紧急通知》，对于患者发生的
医疗费用，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
医疗救助等按规定支付后，个人负
担部分由财政给予补助。对于其中
的异地就医患者，先救治后备案，报
销不执行异地转外就医支付比例调
减规定。患者使用的符合卫生健康
部门制定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诊疗方案的药品和医疗服务项目，
可临时性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

湖北：

建立严格疫情报告制度
缓报瞒报漏报将追责

据新华社武汉1月22日电（记
者黎昌政、梁建强）按照启动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II级应急响应的相关要
求，湖北省部署建立严格疫情报告
制度，对缓报、瞒报、漏报和虚报的，
将依法追究责任。

湖北省要求，疫情报告实行属
地化管理，军队、武警、厂矿企业、
学校等部门及所属医疗卫生机构发
现疫情，必须按照要求报告当地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各零售药店、个体
诊所工作人员，对前来购买治疗发
热、咳嗽药品的人员，要详细询问、了
解有关情况，力劝患者及时到医院就
诊。如发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病例或疑似病例，必须以最快方式
向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

1月21日，在美国华盛顿，美国众议院情报委
员会主席希夫（前）前往参议院。 新华社发

俄罗斯组建新一届政府
据新华社莫斯科1月21日电（记者张继业）俄罗

斯总统普京21日签署总统令，确定俄联邦执行权力
机关架构，并任命副总理、部长等新一届内阁成员。

根据克里姆林宫网站公布的总统令，俄新一
届政府设副总理9名，其中，第一副总理由别洛乌
索夫担任；副总理兼政府办公厅主任由格里戈连
科担任；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由
特鲁特涅夫担任。

总统令公布了21名部长名单，其中约半数为
新面孔，包括经济发展部、司法部、劳动和社会保
障部等部部长；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国防部长绍伊
古、能源部长诺瓦克等留任。

新华社发

广告

1月22日,工行海南省分行与三亚市政府举行2020年第

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高级合作伙伴（银行类）暨政银金融服务

合作签约仪式。三亚市相关领导、亚沙会组委会相关领导，工

行海南省分行行长胡晔、副行长张波、李峰，三亚市相关部门、

国有企业、驻三亚监管机构、工行三亚分行、亚沙会组委会内设

部门及有意赞助商等负责人出席签约仪式。

签约仪式上，三亚亚沙会组委会与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

分行签订《2020年第六届沙滩运动会银行类高级合作伙伴协

议》，三亚市人民政府与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签订《金融

服务合作协议》，这标志着工行海南省分行成为三亚亚沙会第

一家高级合作伙伴，也标志着工行海南省分行与三亚市政府的

合作更加深入。

三亚市相关领导表示，工行海南省分行是一家勇于担当、

勇于奉献的银行，一直以来积极服务三亚社会经济建设，此次

合作协议的签署将开启工行与三亚“共享共赢、共筑亚沙”的新

篇章。

工行海南省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合作协议的签署，

是工行与三亚强强联手、谋求共赢的生动实践。工行海南省分

行将积极参与做好亚沙会的筹办工作，为亚沙会的成功举办提

供全方位、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与

三亚市委市政府的金融合作交流，全力打造政银合作标杆模

范，为三亚打造生态旅游消费城市、文化体育健康城市、科技创

新智慧城市、金融法治服务城市、开放之城贡献力量。

（文/陈垂平）

工行海南省分行与三亚市举行2020年第六届
亚洲沙滩运动会高级合作伙伴（银行类）暨政银金融服务合作签约仪式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截至2019年6月20日）：

序号

1

2

3

债权名称

海口众赢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温氏启发包装有限公司

海南浩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所在地

海南省海口市

海南省海口市

海南省文昌市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

50,000,000.00元

11,899,394.28元

775,535.03元

利息

33,292,836.53元

722,889.13元

95,710.01元

担保情况

土地、房产抵押；保证担保

房产抵押；保证担保

土地、在建工程抵押；保证担保

当前资产状况

企业正常经营

企业正常经营

企业正常经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关于海口众赢实业有限公司等三户金融不良债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债权资产的详细情况 请登录中国东
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外网站www.coamc.com.cn 查询,或与
交易联系人接洽。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具有相应购买能力的、
在中国境内外注册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或自
然人。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
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
亲属关系的人员。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

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
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20年2月26日。联系人：符先生、冼先
生；联系电话：0898-66563192、66563178；通讯地址：海南省海口市
大同路38号海口国际商业大厦1009室；邮编：570102；对排斥、阻挠
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举报电话：010-66507721（中
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0898-66563202(我分公司纪检
监察部门)；监督管理部门：财政部驻海南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电话：
0898-66719286；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电话：
0898-68563046；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20年1月23日

联合拍卖公告
受港澳国际海南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委托，定于2020年2月6

日上午10时在海南鼎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大厅按标的物现状进行第
三次公开拍卖以下港澳国际海南投资有限公司破产资产：1、位于海口
市海秀路侨中里天竺小区A1-1号别墅，建筑面积：535.95m2，参考
价：344.724万元，竞买保证金50万元；2、位于海口市海秀路侨中里天
竺小区A2号别墅，建筑面积：535.95m2，参考价：336.832万元，竞买保
证金50万元；3、台旅T字第060240号《海南台达高尔夫俱乐部会员
证》的权益资产，参考价3万元，竞买保证金1万元；以上三项标的整体
竞买优先，再以第一项及第二项标的整体竞买，若无整体竞买则单项
竞买。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0年2月5 日
12时止,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标的物按现状净价拍卖，过户过
程中涉及的所有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有意竞买者，请到以下任一
家拍卖公司了解详情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主拍单位：海南鼎和拍卖
有限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路47号港澳（申亚）大厦25楼。电话：
0898-68585002、13876683321。联拍单位：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
有限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北路金融花园A座二层；电话：0898-
68529777 13976111340。联拍单位：海南鑫一拍卖有限公司；地址：
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梧桐路1号清水居庭院；电话：0898-66776139
18976211911。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8526228

（一）建设项目情况简述。项目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红明
农场二队，占地面积约287.53亩，总建筑面积37040.79m2，建设内容
妊娠舍、产仔舍、后备母猪舍、保育舍、育成舍、母猪隔离舍、中转淘
汰舍、公猪舍（含后备）、父母代区连廊。配套有机肥工程、无害化处
理工程及办公生活区等。年存栏6750头种猪，年出栏15万头仔
猪。（二）影响分析及措施。运营期产生的养殖废水及员工生活污水
经厂区污水处理系统发酵处理后，沼液用于周边种植地施肥；发酵
产生的沼气经脱硫后发电全部供本场利用；采用干清粪工艺并及时
清理猪舍、强化猪舍通风、生产设施周边加强绿化等降低废气对周
边环境的影响；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对空压机、泵、风机等采
取减振、隔声等降噪措施；在场区四周修建围墙或绿化带，综合防治
降低噪声；猪粪运至有机肥车间生产有机肥；病死猪及分娩废物采
用无害化降解机进行无害化处理后生产有机肥；医疗废物集中收集
后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理；生活垃圾设置固定的垃圾堆放点，

定期交环卫部门统一处理。（三）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获取途
径。网络链接：http://nkxm.com.cn/home/home.php。公众还可
前往建设单位查阅纸质版报告书，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海垦
路绿海大厦8楼。（四）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项目建设地点周边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五）公众意见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获取方式：http://nkxm.com.cn/home/home.php。（六）公众提出
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将
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我公司，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
见和建议。提交意见时，请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以便进行及时有
效的沟通与反馈。建设单位：海南新六农垦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联
系 人 ：陈 冬 华 。 联 系 电 话 ：18976253456。 电 子 邮 件 ：
77961145@qq.com。（七）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1月
22日~2020年2月10日。

海南新六农垦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1月23日

海南新六农垦存栏6750头种猪繁育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一）建设项目情况简述。项目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红明
农场六队，占地面积约354.21亩，总建筑面积37040.79m2，建设内
容妊娠舍、产仔舍、后备母猪舍、保育舍、育成舍、母猪隔离舍、中
转淘汰舍、公猪舍（含后备）、父母代区连廊。配套有机肥工程、无
害化处理工程及办公生活区等。年存栏6750头种猪，年出栏15
万头仔猪。（二）影响分析及措施。运营期产生的养殖废水及员工
生活污水经厂区污水处理系统发酵处理后，沼液用于周边种植地
施肥；发酵产生的沼气经脱硫后发电全部供本场利用；采用干清粪
工艺并及时清理猪舍、强化猪舍通风、生产设施周边加强绿化等降
低废气对周边环境的影响；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对空压
机、泵、风机等采取减振、隔声等降噪措施；在场区四周修建围墙
或绿化带，综合防治降低噪声；猪粪运至有机肥车间生产有机肥；
病死猪及分娩废物采用无害化降解机进行无害化处理后生产有机
肥；医疗废物集中收集后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理；生活垃圾设

置固定的垃圾堆放点，定期交环卫部门统一处理。（三）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获取途径。网络链接：http://nkxm.com.cn/
home/home.php。公众还可前往建设单位查阅纸质版报告书，地
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海垦路绿海大厦8楼。（四）征求公众意见
的范围。项目建设地点周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五）公众意
见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获取方式：http://nkxm.com.cn/
home/home.php。（六）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以通
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我公
司，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提交意见时，请
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以便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与反馈。建设单
位：海南农垦新希望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陈冬华。联系电
话：18976253456。电子邮件：77961145@qq.com。（七）公众提出
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1月22日~2020年2月10日。

海南农垦新希望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1月23日

海南农垦新希望存栏6750头种猪繁育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海南物资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第1037期）

受海口海关委托，定于2020年 2月1日上午10:00时在我公
司拍卖厅公开拍卖以下涉案物品：1、涉案钢铁废碎料一批，约
1700多吨。2、涉案钢铁废碎料一批，约2700多吨。特别说明：
1、竞买保证金800万元。2、上述标的均按现状进行拍卖和交付，
标的数量只做参考，标的的数量、质量、瑕疵等问题由竞买人在拍卖
前自行确认，拍卖人及委托人不提供数量、质量、瑕疵担保责任。
3、参与竞拍的竞买人应具备以下条件：①企业营业执照；②再生
资源回收备案登记证；③特种行业证或公安备案回执；④环境保
护部门核发的证件或环保备案回执。4、竞买保证金须由竞买企
业直接转付，不可代付。标的展示时间：2020年 1月23日至1月
31日。标的展示地点：第1项标的在洋浦三友实业有限公司仓库
（洋浦）,第2项标的在海南冉龙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仓库（海口）。有
意竞买者请于2020年1月31日前提供相关资料的原件及复件印
进行审核，提交的资料中应有相关职能部门的盖章，提交的复印件
资料不予退还。审核通过的竞买人应于2020年1月31日前缴纳
保证金（账户名称：海南物资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工行海口市龙
昆北路支行；账号：2201021609200005570）后办理竞买手续参加
拍卖。地址：海口市海秀大道33号瑞宏大厦A幢A1003房；电话：
（0898）66753060 、66753061、13005084060；联系人：吴先生、李先
生；海口海关监督电话0898-68516382。

▲林明弟遗失位于东方市八所镇
二环路东侧的（明德儒堂）项目的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号：建字
第 469007201100256 号，声明作
废。
▲林明弟遗失位于东方市八所镇
二环路东侧的（明德儒堂）项目的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东建
施[2011]147号，声明作废
▲林成伟、蔡梅遗失绿地集团海口
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海南绿地海
德公馆收据壹张，收据编号：
0003914，金额：285636 元，声明
作废。

公 告

减资公告
经海南鲁城基础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会议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4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0
万元，原债权债务不变，请债权人
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
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
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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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望遗失绿地集团海口置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海南绿地海德公馆
收据壹张，收据编号：0011833，金
额：50000元，声明作废。
▲海南儒雅房产经纪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饶秋玲在2016年4月不慎遗失
2012年2月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
局签发的居民身份证，证件号为：
460031196207270866，特此声明
作废。
▲李书文不慎遗失海南宝名置业
有限公司白金海岸二期1栋 905
房（5200.81元）购房款收据一张，
编号：4530382，特此声明作废。
▲寇瑞智、李奕萱遗失房屋坐落于
万宁市万城镇人民东路南侧北门
洋地段.宝安.椰林湾9号楼914房
房权证，证号:万宁市房权证万城
字第1304854号，声明作废。
▲李波遗失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票代码：4600163350，发票号
码：01102731，现声明作废。
▲海口市中锐房地产开发公司因
管理不善遗失座落文昌市清澜镇
南海圩东侧地段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证号：
文国用（99）字第W0300001 号，
特此声明。

遗 失

典 当
公告

海南金玉辕生艺术品投资有限公
司：本委受理申请人张桂江与你公
司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
〔2019〕第147号）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委海劳
人仲裁字〔2020〕第21号仲裁裁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海口市西
沙 路 4 号 ，联 系 电 话:0898-
66701713），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海口市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1月22日

股权转让公告
海南文昌亿利置业有限公司近
期股东发生变更，请相关债权人
进行债权登记。自登报公告之
日起三十日内尚未登记者，视为
自动放弃相关法律权益。特此
公告！联系人：马先生。电话：
15289896368。 邮 箱 ：
657812514@qq.com。 海 南 文
昌亿利置业有限公司。2020年
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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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地区发行站办理《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特区文摘》、《证券导报》、《法制时报》等报刊的征订、投递、零售和会议用报等业务，办理分类广告、夹报广告、旧报回收及其它业务。

海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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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站

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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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海南文昌亿利置业有限公司公
章、合同章、财务专用章因破损
不能使用，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三亚滨亚绿色农副产品研发基地
有限公司（注册号460200000075
763）拟向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之日
起45天内来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新华社华盛顿1月22日电（记者徐剑梅 邓
仙来）经历逾12小时激烈交锋和闭门讨论、11次
投票否决民主党提出的修正条款后，共和党掌控
的美国国会参议院当地时间22日凌晨投票通过
了针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案审理流程决议。

根据决议，在22日下午开始的开案陈述中，
作为控方的众议院民主党“管理人”和作为辩护方
的特朗普律师团队各有最多24小时陈述时间，限
在3个审理日内使用完毕。双方陈述后，参议员
作为陪审员，可对控辩双方进行交叉提问，提问总
时长不超过16小时，但没有限定天数。在此期
间，参议院不要求传唤更多证人；不允许众议院

“管理人”在开案陈述阶段提交新证据。
2019年12月18日，美国国会众议院表决通

过两项弹劾条款，指控特朗普滥用职权和妨碍国
会。特朗普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三位遭众议院弹
劾的总统。

美参议院通过特朗普
弹劾案审理流程决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