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卫组织

新华国际时评

■■■■■ ■■■■■ ■■■■■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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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东方飞龙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东方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营业部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410015407902，账号：
1007329700000151 及财务专用
章一枚，声明作废。
▲奚耀健遗失身份证，证件编号：
450121200403204874，特此声明。
▲黄泰云遗失座落于万宁市北坡
墟三角路口西北侧的国有土地使
用证，证号：万国用（2001）字第
110022号，现声明作废。
▲黄庆生2020年2月27日下午3点
半遗失居民身份证，身份证号：
460100196908150315，特此声明。
▲宏基伟业（海南）不动产管理集
团有限公司公章破损，编号：
4601000066795，声明作废。

关于清理爱克养生谷项目1#商业
楼和C区3#、4#、5#楼工程竣工后
有关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的

公示
由我公司承建的爱克养生谷项目
C区3#、4#、5#楼，已于2019年 7
月4日竣工交付使用,1#商业楼于
2018年2月10日已投入使用。农
民工工资已按合同足额发放到位，
未发生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现
就未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予以公
示，自公示之日起15日内向定安
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进行投诉，在
此期间如无投诉，我公司将申请退
还全部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特此
公示。投诉电话：63827235。
公示单位：海南昱晨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2020年2月29日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
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朱军
海私章各一枚，因日久变形，现声
明作废。
▲徐筱斐于2月26日遗失身份证，
证件编号：460103198804071223，
特此声明。

认婴公告
本 人 翁 美 灼（ 身 份 证 号 ：
352227197410091019）于 2014
年8月4日早上8点在东方市大田
镇维修店门口发现一名刚出生女
婴，放在纸箱里，身体无明显标记，
一条旧毛巾、一个奶瓶。请婴儿亲
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自公告之日
起60天内持有效证件前来认领，
60天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
置。联系电话：13976351056，
联系地址：东方市大田镇南尧村。

翁美灼
2020年2月27日

广告

▲天津燕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开具的
海南省公益事业接受捐赠统一收
据，开票时间：2016年11月29日，
收据编号：0015694，金额：1500
万元，声明作废。
▲陵水牛魔王农业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万世文遗失琼儋渔31554号船
渔业捕捞许可证一本，证书编号：
（琼儋）船捕（2019）HY-000498
号，声明作废。
▲白沙黎族自治县细水乡卫生院遗
失公章一枚（已备案），声明作废。
▲白沙黎族自治县细水乡卫生院
遗失法人私章一枚（已备案），声明
作废。
▲海口市美兰区白龙街道办事处
千家社区居民委员会公章因不慎
损坏，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陵水盐灶创富种养殖农民专业合

作社拟向陵水黎族自治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

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公司办

理相关事宜。

公告
海口龙华领航健身休闲活动中心：

本委已经受理申请人黄武强等2

人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

仲案字〔2020〕第52、53号），并定

于2020年5月6日上午9时开庭

审理。因无法送达你单位，限你单

位在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委

（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系电话:

0898-66522077）领取应诉通知

书、开庭通知书、劳动仲裁申请书

等，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按时出

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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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各国新冠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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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快讯 世界卫生组织总
干事谭德塞28日宣布将新冠肺炎
疫情全球风险级别由此前的“高”上
调为“非常高”。

据新华社日内瓦2月27日电（记
者凌馨 沈忠浩）世界卫生组织总干
事谭德塞27日在日内瓦表示，全球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正处于“决定性”时
刻，各国都应制定“全方位”的疫情防
控方案。

在当天的世卫组织例行记者会
上，谭德塞强调：“我们正处在决定性
的时刻。在过去两天里，中国以外的
世界其他地区报告的新增确诊病例数

已经超过了中国的新增确诊病例。”
谭德塞说，疫情防控方面的积极

信号是，当采取像中国那样的防控措
施时，可以看到病例数确实在下降并
最终可以得到控制；同时，世界其他
地区病例却在增多，尤其是在伊朗、
意大利和韩国等地出现了大量病

例。“整体而言，我们确实处在一个非
常微妙的境地，疫情可能朝任何方向
发展，而这将取决于我们如何应对”。

谭德塞表示，世卫组织提倡采
取“全方位”的疫情防控方案，即“每
一个国家必须同时为所有可能发生
的情况做好准备”，为本国可能发现

的零散病例、聚集性病例、社区传播
乃至持续社区传播做好准备。他强
调，任何国家都不应抱有本国不会
出现病例的侥幸心理。

谭德塞强调，只要采取正确的
措施，疫情就可以得到遏制。“这是
来自中国的关键信息之一”。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风险级别上调为“非常高”
全球疫情防控处于“决定性”时刻

连日来，新冠肺炎疫情出现明
显的国际扩散迹象。截至27日，全
球各大洲除南极洲外皆出现感染病
例。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外部输入
的新增病例正在增加。

如何阻断外部输入已经成为全
球范围内一个紧迫而现实的问题。
新形势下，各国亟须加强国际合作，
采取一些科学适当有针对性的“硬
招”，阻止疫情进一步跨国扩散。

防止疫情输入，需要密切沟通
协作，建立协调机制。在身处全球抗

疫前线的中国，多地已经采取积极措
施，如强化风险评估和口岸检疫等。
接下来，各方可以继续扩大国际合
作，与往来人员较多的国家和地区加
强沟通，共享信息，建立协调机制，提
供经验支持、技术支持等，尤其是一
些快速检测工具、人员流动监测大数
据工具等，降低疫情输入风险。

防止疫情输入，还要把握好预
防手段的“度”。从各国防控疫病实
践和中方此次抗疫经验看，及早控
制和减少不必要人员跨境流动对阻

断疫情扩散至关重要。如何在最大
限度防止疫情经由国际渠道输入的
同时，避免对国际人员和经贸往来
产生过度“阻断”效应；如何在加强
入境管控措施的同时，避免对疫情
严重国家人群产生“排斥”效应；如
何在保证境内外公民生命健康安全
的同时，争取相关国家和人员的理
解支持，依然需要各国在实践中不
断摸索和总结经验，找到平衡点。

防止疫情输入，更要适应快速变化
的形势，结合实际情况灵活施策。要加

强交流，互学互鉴，这利于把握最佳时
机，灵活调整范围，科学精准施策。

需要指出的是，防止疫情输入的
种种适当举措，并非“无情”和“歧视”，
恰恰是出于国际道义和责任担当。
全球化时代，各国人员往来和经贸交
往日益深入，利益和命运紧密相连。
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任何国家“关
起门”来搞防疫都不现实。唯有风雨
同舟，并肩战斗，才是正确选择。

经过连日奋战，中国疫情防控形
势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这殊为

不易。全国人民为之付出巨大牺牲和
代价。但未获全胜，不能麻痹大意。
现阶段必须继续做好“外防输入，内
防扩散”，珍惜巩固好阶段性成果，防
止因防控不慎而导致疫情复发。

病毒没有国界，也不分种族和
民族，应对流行性传染病是各国共
同的责任。以更有效的手段、更广
泛的国际合作，共同采取一切必要
措施，才能有效阻止疫情跨国扩散，
共同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

阻断疫情输入要有这些“硬招”

新华社耶路撒冷 2月 27 日
电（记者陈文仙 尚昊）以色列科
技部27日宣布，该国研究人员正
在加快开发一种口服的新型冠状
病毒疫苗，有望在90天内开始临
床试验。

以色列科技部长奥菲尔·阿
库尼斯说，正在研发这种疫苗的
机构是米盖尔-加利利研究所，
科技部将加快与这种疫苗相关的

所有审批流程，以促进疫苗早日
上市。

米盖尔-加利利研究所当天
在一份声明中说，新疫苗的基础是
过去4年中研发的一种针对禽类
冠状病毒的疫苗，这种禽类疫苗已
在动物实验中证明有效。该机构
研究的禽类冠状病毒与此次感染
人类的新型冠状病毒基因一致度
较高，它们感染各自目标的机制也

相似，因此有望在此基础上快速开
发出适用于人类的疫苗。

据介绍，这种新冠病毒疫苗
将是一种口服疫苗，研究人员希
望能在8到10周内制造出疫苗，
在90天内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朝鲜推迟开学
新华社平壤2月28日电（记

者洪可润 江亚平）据朝鲜劳动党
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28日报
道，为防范新冠肺炎疫情，朝鲜
各级各类学校将延长寒假时间，
推迟开学，但没有提及具体开学
日期。

《劳动新闻》报道说，各大学
在对教室、宿舍进行消毒的同
时，将把住宿学生的生活保障
放在首位，强化对住宿学生的
健康检查和医学观察。各小
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的教职
员要与学生家长保持紧密联
系，及时掌握学生的健康状况
与学习情况，同时确保学生自觉
遵守各项防疫举措。

报道建议，各地幼儿园、托
儿所等应让婴幼儿饮用烧开后
的水，经常洗手，并注重婴幼儿
的身体锻炼。

朝鲜的官方媒体多次在报
道中指出，尽管目前朝鲜境内
尚未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但依然不能放松警惕。《劳动新
闻》28日报道说，目前这一疫情
并未进入朝鲜。

朝鲜对防范新冠肺炎疫
情十分重视，主要媒体每日及
时跟踪中国、韩国新冠肺炎疫
情的最新情况，已经对境内
380 余名外国人实行隔离，并
对进口产品加强检验检疫，同
时禁止聚众就餐和在公共场
所聚会等。

一种新冠病毒疫苗有望3个月内开始临床试验

韩国疾病管理本部28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下午4时，
韩国较前一日新增571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增至2337例。

图为在韩国大邱，人们排队购买口罩。 新华社发

韩国确诊新冠病毒病例增至2337例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7日晚要求，从3月2日起
至春假，日本全国中小学校采取临时停课措施。

图为安倍晋三（右二）在会议上讲话。 新华社/共同社

日本中小学校临时停课

➡ 2月27日，研究人员在以
色列北部的米盖尔-加利利研究
所内工作。 新华社发

土耳其决定对
叙利亚政府军发动打击

新华社安卡拉2月28日电（记者郑思远）土
耳其总统府新闻办公室28日凌晨发表声明说，总
统埃尔多安召开紧急安全会议，会议决定就土军
在叙利亚伊德利卜省遭空袭对叙政府军进行反
击。土耳其空中和地面支援部队随后对叙政府军
所有已知目标发动打击。

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土耳其军队27
日晚在叙西北部伊德利卜省遭到叙政府军空袭，造
成33名士兵死亡、32人受伤。埃尔多安27日晚召
开紧急安全会议，参会者包括土耳其各部门领导人，
会议持续了6小时。

报道援引土耳其安全部门人士的消息说，过
去17天，土耳其在伊德利卜地区的行动共消灭
1709名叙利亚政府军人员，击毁55辆坦克、3架
直升机、18辆装甲车、29门榴弹炮、21辆军车、4
门高射炮、6个弹药库和7门迫击炮等武器装备。

叙利亚伊德利卜省与土耳其接壤，是叙反对
派武装和极端组织在叙境内控制的最后一块主要
地盘。叙政府军一直希望收复这一地区。2018
年9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在俄罗斯索契会晤，双方决定在伊德利卜省的叙
政府军与反对派武装之间建立非军事区。根据协
议，土方以监督停火的名义在伊德利卜设立12个
观察点。近期，叙政府军和土军在伊德利卜发生
正面冲突，双方在交火中各有伤亡。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将竭尽全力保证
东京奥运会如期举行

新华社东京2月28日电 针对近日东京奥运会可
能被取消的各方猜测，巴赫日前在电话采访中表示：

“国际奥委会将为东京奥运会如期举行竭尽全力。”
巴赫认为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在日本有进一步

扩散的风险，国际奥委会仍将竭尽全力确保东京
奥运会可以于7月24日顺利开幕。

“我相信这将会是一届精彩绝伦的奥运会，希
望所有选手把精力放在训练备战上。”巴赫表示。

“当务之急是确保参赛资格审查流程的顺利
进行，同时也要保障运动员的安全。这是我们与
日本当局、世界卫生组织、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地
区）奥委会正在合作努力的事情。”巴赫说。

此前，国际奥委会委员庞德曾表示新冠肺炎疫
情可能导致东京奥运会被迫取消。巴赫对该观点予
以回应：“我不会给猜测或假定的观点火上浇油。”

华为将在法国
设立无线产品制造工厂

新华社巴黎2月27日电（记者陈晨）中国华
为公司27日宣布在法国设立无线产品制造工厂，
聚焦4G/5G无线通信设备生产，未来产品以供应
欧洲市场为主。

华为公司在一份公告中说，无线产品制造工厂
计划投资约2亿欧元，用于土地、建厂、设备采购等，
借助本地合作伙伴的先进生产设备等完成整体建
设。该工厂还专门设置展示中心，将来无线基站的
生产、软件加载以及测试都将进行透明化展示。

华为表示，法国是世界高端制造中心之一，工
业基础设施成熟、地理位置优越、劳动力素质高。
华为希望能将这种优势整合到华为在欧洲的整体
价值链，提高交付的及时性、可靠性。

华为表示，该工厂生产的无线设备将主要供
应欧洲区域，实现研发、销售、采购、生产、物流、服
务、人才培养等端到端产业链的整体覆盖，对欧洲
本地上下游产业链产生推动作用。

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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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城市

五指山市

乐东黎族自治县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白沙黎族自治县

三亚市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定安县

陵水黎族自治县

屯昌县

环境空气质量综
合指数

1.298

1.560

1.645

1.650

1.688

1.690

1.742

1.801

1.808

排名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城市

万宁市

琼海市

文昌市

儋州市

昌江黎族自治县

东方市

澄迈县

海口市

临高县

环境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

1.829

1.873

1.961

1.968

1.974

2.008

2.031

2.043

2.240

按 照《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标 准》
（GB3095-2012）及修改单、《环境空
气 质 量 评 价 技 术 规 范（试 行）》
（HJ663-2013）和《城市环境空气质

量排名技术规定》（环办监测〔2018〕
19号）评价，2020年1月全省环境空
气质量总体优良，优级天数比例为
91.2%，良级天数比例为8.8%，无轻度

及以上污染天。
环境空气质量排名靠前的是五指

山市、乐东黎族自治县和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排名靠后的是临高县、海口市

和澄迈县。2020年1月全省18个市县
（不含三沙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如右：

海南省生态环境厅
2020年2月17日

2020年1月市县环境空气质量排名

2020年1月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
海南省生态环境厅
2020年2月17日

1月份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源
地水质状况：全省18个市县（除三沙
市外）开展监测的30个在用城市（镇）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均达到或
优 于 国 家 Ⅲ 类 标 准 ，达 标 率 为
100%。(备注:饮用水水源为原水，居

民饮用水为末梢水，水源水经自来水
厂净化处理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
准》的要求后，进入居民供水系统作

为饮用水。)
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2020年2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