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疫情影响，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人乔·
拜登和伯尼·桑德斯10日分别取消定于当天晚
上举行的党内初选竞选集会。法新社报道，这
是美国首次因新冠疫情取消的大型政治活动。

另外，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宣布，应拜登和
桑德斯团队要求和考虑到疫情，定于15日举
行的下一场竞选辩论将没有现场观众。

拜登和桑德斯原定10日分别在俄亥俄州
克利夫兰市举行竞选集会，而这个州因新冠疫
情进入紧急状态。桑德斯竞选团队在活动开
始前3小时决定取消活动，且宣布今后每一场
竞选活动的安排将依据疫情确定。竞选团队
发言人说，俄亥俄州官员表达了对疫情期间举
行大型室内活动的忧虑，因而决定取消。

拜登的发言人起初说活动将按计划举行，
但他的团队稍后宣布取消活动，今后将参考卫
生部门的意见发布活动计划。

竞选集会有助于拜登和桑德斯展示支持度，
进而招揽更多人气。美联社援引民主党竞选策
略师安德鲁·费尔德曼的话报道，从先前竞选集会
的规模而言，取消集会对桑德斯选情更为不利。

费尔德曼说，拜登和桑德斯今后可能不得
不更多地借助互联网拉票，包括以视频连线方
式与选民互动。

另外，他预料疫情可能影响选民投票率，
特别是老年选民，而这一群体更倾向于拜登。
俄亥俄州政府10日说，这个州17日民主党党
内初选的128个投票点将从养老院撤出。

一些民主党人担心，疫情将在更多方面影
响选举。培训竞选人和选战工作人员的民主
党培训委员会主管凯利·迪特里奇说，由于担
心参加大型活动遭传染，登记接受培训的人减
少，且不仅限于疫情严重地区。

惠晓霜（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各州汇
总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0日23时30
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达1001例，
死亡28例。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10日更新的数
据显示，截至9日16时，累计病例为696例，
死亡25例。六成以上州发现病例，其中西海
岸华盛顿州、加利福尼亚州和东海岸纽约州疫
情最严重。

华盛顿州10日新增100多例病例，累计
超过260例；死亡24例，几乎都在首府西雅图
地区。州长杰伊·英斯利说，流行病学专家警
告，实际感染人数可能有500至2000人，如果
不采取“切实行动”，疫情可能迅速扩大，5至8
天将翻番。英斯利说，他将在“很短时间内”决
定是否在疫情严重地区甚至全州采取强制措
施，比如关闭学校。一名消息人士告诉美联社

记者，英斯利10日将宣布，西雅图地区禁止举
行250人以上的聚会和活动，包括体育赛事。

华盛顿州死亡病例中，19例关联西雅图
郊区一家养老院。这个州至少10座这类设施
已经发现病例。州政府已经出台新规，限制探
访，对养老院居住者和工作人员作筛查。

纽约州已有173例确诊病例，其中超过
100例位于韦斯切斯特县。州长安德鲁·科
莫10日说，12日开始在韦斯切斯特县新罗
谢尔市划定一个直径1.6公里的“污染区”，关
闭里面的学校、宗教场所和大型活动场所，这
项措施将至少持续至 3月 25日。科莫说：

“这事关生死。”
东部马萨诸塞州10日新增病例51例，达

到91例。70例病例关联上周波士顿市一座
酒店内一场企业会议。州长查理·贝克当天宣
布颁布紧急状态令。

美国新冠肺炎疫情继续扩大，呈现“东西夹攻”态
势，东西海岸疫情最重的两个州强化应对措施，包括划
定“污染区”和出动国民警卫队。疫情也开始冲击美国
总统选战，两名民主党籍竞选人9日分别临时取消竞
选活动。分析人士说，疫情已开始影响选情。

新冠疫情加剧

冲击美国大选

确诊病例破千 疫情影响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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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三亚永安家私城不慎遗失公章、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602026000
56586，声明作废。
▲张瑞云遗失海口市岭下村94号
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图号:17-02-
4-3,地号:1-18-08-74,声明作废。
▲海南海草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万宁市挥利实业有限公司
遗失坐落于万宁市万城镇万安大
道南侧（后田坡）万宁锦泰园B栋6
层2-602房的不动产权证，产权证
号：琼（2020）万宁市不动产权第
0001097号，声明作废。
▲符春燕、陈秋竹不慎遗失大勇商
业文化广场5层3排22号铺面保
证金单一份。保证金单金额为
12000元，声明作废。
▲陵水海富实业有限公司遗失位
于清澜开发区文清大道北京顺义
用地东侧土地证，证号:文国用
(2003)第w0302109号，现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中共万宁市和乐镇大山村支部
委员会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澄迈县福红智力学校遗失公章、
原法人代表王大强私章，特此声明。
▲海南浩宏广告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编号：46010100027391，声明作废。
▲海南自贸区丹村康养文旅有限
公司于2020年3月11日前遗失公
章，现声明作废。
▲海南扶群物流有限公司，车辆号
牌为：琼E8847挂车道路运输证
正、副本（证号：琼交运管洋浦字
462000061342)已遗失，声明作废。
▲单维锦不慎遗失海南雅居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房款收
据，收据编号：雅海0079816，金额
200000元，声明作废。
▲王玉娥不慎遗失海南雅居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专项维
修资金收据，收据编号：雅海
0102316 ，金额6,595.20元，声明
作废。
▲琼海文煌广告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公告
海南椰之味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为了盘活国有土地，改善、美化居
住环境，文昌市人民政府拟对你公
司位于文城镇文建路地段，土地使
用权证号为文国用（2000）字第
W0100784 号，面积为 72399.77
平方米的用地进行棚户区改造。
现通知你公司派员于2020年3月
18日17时前到文昌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一同商讨关于处理你公司
该宗土地的相关事项。
特此公告
联系人：周昌义（电话：63330100）
孙懿（电话：63330435）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3月10日

公告
海南颂坡律师事务所即将办理负
责人变更登记，相关债权债务人如
有异议，将于本公告登报45日内
提出。特此公告。

海南颂坡律师事务所
2020年3月11日

公司清算公告
海南江林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06967
5719Y经股东会决议终止营业并
注销。现已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清算组由任永昌、李永金、宫义军、
刘灵娜、黎绍谦、郑小燕、吴修成组
成，请有关债权人于本公告之日起
45天内到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联系人:郑
小燕，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海秀路
海 垦 广 场 B 栋 301 室 ，电 话:
13907681853郑小燕

海南江林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20年3月9日

注销公告
东方雯艺舞蹈工作室向东方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
权债务人见报起45天内到本公司
办理相关事宜。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征询异议公告
(2019)琼01执1050号

本院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蒋开
深与被执行人文增俊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一案，现本院拟对被执
行人文增俊名下的位于海南省海
口市塘边后路3号的98.41平方米
土地使用权［证号：17876］及地上
建筑物进行处置。如案外人对上
述财产权属有异议，应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
面异议并附相应证据材料。逾期，
本院依法处置。
特此公告

二○二○年三月五日

▲海口琼山利昌酒庄法人代表甘
达章遗失私章一枚，声明作废。
▲吴元东遗失琼D53213牌道路
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证号：
469026001392，声明作废。
▲临高县畜牧兽医局遗失中国农
业银行临高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Z6410000765702，账 号 ：
21564001040007607，特此声明。
▲三亚中胜福客来超市不慎遗失
财务专用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保亭响水顺财商行不慎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469035MA5RN2UP7C，
声明作废。
▲临高县多文猪蹄老鸭汤店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69028MA5RPY9M72，声
明作废。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海
南监管局组织部遗失开户许可证，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Z6410000357901,开户许可证编
号：641000007335，声明作废。

更改公告
1月1日刊登陵水工商行政管理局
改为陵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我局正受理范高梅(已逝，已公证
继承薛明、薛献彪)持有的《宅基
地使用证》[证号：东建证字 229
号]补档地籍调查事宜。该宗地
位于八所镇示范路(现农科路)，土
地面积为 216平方米，土地用途
为住宅用地。经实地调查，该宗地
四至为:东至文业清，南至小路，西
至东方市第六小学，北至东方市第
六小学。凡对该宗地权属有异议
者，请将书面材料及有效证明材
料自通告发布之日起 15日内送
至我局调查确权岗，逾期未提出
异议，我局将按规定为该宗地出
具宗地图。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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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关注各国新冠疫情

3月10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俄总统普
京在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发表讲话。

当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国家杜马（议会下
院）发表讲话时说，修改宪法是为促进国家的稳步
发展。 新华社/卫星社

俄总统在国家杜马发表讲话

普京说修改宪法
是为促进国家稳步发展

3月11日，阿富汗总统府发言人西迪克·西迪
基在喀布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讲话。

阿富汗总统府发言人西迪克·西迪基11日证
实，阿总统加尼10日签署命令，同意释放被关押
的反政府武装塔利班成员。 新华社发

沙特阿美将原油最大持续产能
提升至每天1300万桶

新华社利雅得3月11日电（记者涂一帆）沙
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11日发
布声明说，根据沙特能源部指示，将把原油最大持
续产能从每天1200万桶提升至每天1300万桶。

沙特阿美10日曾表示，从4月起将把原油产
量提升至每天1230万桶，希望这一举措产生“积
极、长期的财务影响”。

由于世界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日前宣
布大幅调低官方石油售价并提高产量，国际油价
9日创下自 1991 年海湾战争以来最大单日跌
幅。9日，沙特股市大幅下挫，沙特阿美开盘暴跌
10%，交易一度暂停。

2019年12月，按照沙特阿美公司首次公开
募股（IPO）最终定价，公司募集了256亿美元资
金，成为全球最大规模IPO。

约5000名塔利班囚犯将获假释

特朗普确定5月不访俄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10日宣布，美国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5月不会访俄参加卫国战争胜利纪念
日活动。俄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当
天告诉媒体记者，美方“经由外交渠道”知会俄方
这一决定，暂不清楚哪位美方代表将出席5月9
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日活动。

美国白宫晚些时候向美联社证实，特朗普没
有接受俄方出席活动的邀请。

俄罗斯每年举办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活动，告
慰为击败纳粹德国而牺牲的2700万军民。今年恰
逢二战胜利75周年，活动规模高于往年，预计将有
1.4万军人和300辆军车参加莫斯科红场阅兵。

俄总统普京先前邀请多国领导人出席活动。
特朗普去年曾说，感谢普京邀请，但他不确定自己能
否“在（总统选举）政治季”到访俄罗斯。如果成行，
这将是特朗普首度访俄。 海洋（新华社微特稿）

国际疫情形势如何？

大焦点备受关注
新冠肺炎疫情最近出现全球病例数过10万、有病例国家和地区过百等重大节点，世界

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日前表示疫情构成全球性大流行的威胁“已经变得非常真实”。究竟
目前国际疫情形势如何？五大焦点备受关注。

5
焦点2
病例过万的意大利情况如何

意大利目前是中国以外唯一一个
新冠肺炎病例数过万的国家，意官方
截至10日18时的数据显示，累计确
诊病例达10149例。

意总理孔特9日在电视讲话中宣
布，自10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封
城”措施，截止日期为4月3日。除可
证明的工作、健康和紧急需求三种特
殊情况外，意大利民众不得擅自离开
所在地；暂停包括意甲联赛在内的全
国所有体育赛事，禁止露天酒吧、餐厅
等场所的公众聚会等。

“我们没有时间了。”孔特在讲话
中说，为阻止疫情蔓延，全国“封城”是
必须采取的措施。

来势凶猛的疫情使意大利民众和
社会各行业面临前所未遇的挑战。新
华社记者10日在罗马街头看到，街上
人流量较之前明显减少，但超市物资
未见明显短缺，价格也未见明显上涨。

焦点1
是否构成全球“大流行”

根据世卫组织10日发布的每
日疫情报告，截至欧洲中部时间
10日10时，全球已报告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113702例，中国以外已
有 109 个国家和地区出现病例。
谭德塞9日说，新冠肺炎疫情构成
全球性大流行的威胁“已经变得非
常真实”。

过去世卫组织曾用6个级别来
警示流感等传染病的传播情况，最
高的6级就是“大流行”。虽然世卫
组织已不再使用这套分级系统，但

“大流行”这个词仍被人们用于形容
疾病的全球性传播。

谭德塞曾说，在决定是否使用
“大流行”一词时，要对病毒传播的
地理范围、所引发疾病严重程度以
及对整个社会的影响等进行持续评
估。他还表示，一旦证据支持，将毫
不犹豫地宣布“大流行”。

焦点3
韩国疫情是否已现“拐点”

韩国此前病例数增长迅猛，但近
日新增确诊病例呈下降趋势。据韩国
疾病管理本部发布的数据，6日至10
日之间统计的4次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数分别为483例、367例、248例、131
例，让不少人猜测“拐点”已现，不过
10日0时至11日0时的增长数据为
242例，有所反弹。

截至目前，韩国约89%的确诊病
例集中在大邱市和庆尚北道，韩国官
方表示，大邱等感染人数最多的地区
确诊人数增势减缓，疫情确实已现“拐
点”。但是，其他地方仍在出现小规模
聚集性感染。截至当地时间11日0
时，首尔市累计确诊病例增至193例，
成为大邱市和庆尚北道之外，韩国感
染人数最多的地区，这与该市一处保
险公司客服中心9日发生的聚集性感
染有关。首尔市政府说，与该客服中
心有关联的确诊患者已达93人。

焦点4
还有哪些地方病例较多

伊朗卫生部11日宣布，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累计已达9000例。伊朗卫
生部长纳马基日前呼吁国内科研机构
全面开展与新冠病毒相关的研究，“研
究结果不仅可以作为这一重要时期的
文献记录，还将帮助医学界采用和修
正临床治疗方案”。

从世卫组织对全球划分的6个区
域来看，报告确诊病例国家最多的是
欧洲区域。据该组织统计，截至10日
这一区域已有45个国家出现确诊病
例，且其中大部分国家已出现本地传
播。除意大利外，法国、德国、西班牙
的疫情形势也比较严峻，3国确诊病
例均已破千。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
的实时统计数据，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0
日23时，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已达1001例。但有媒体认为，由于检
测不够，实际病例数可能远超于此。

焦点5
非洲、拉美、澳洲能否有效防控

全球来看，非洲、拉美和澳大利
亚是目前相对乐观的地区，这三个
地区面积较大，确诊病例总数均为
100多例。这些地区能否有效防止
病毒的大范围传播？

非洲和拉美的情况差不多，都
是100多个病例分布在多个国家。
世卫组织日前表示，非洲目前发现
的病例大部分是输入性病例，要努
力确保各国监测到首例病例，以便
及时发现并遏制疫情传播。在拉
美，多个国家也已加强防控措施应
对疫情进一步蔓延。

澳大利亚官方11日数据显示确
诊病例数为112例。对此，澳总理莫
里森宣布将在基层卫生网络、老年
护理、医院、研发和国家医疗储备等
方面采取“前所未有”的应对举措，
以防范疫情扩散。

(据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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