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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交警业务办理的邮局网点

365天 全年无休
4大类21项

代办业务

打造全年无休的车管所

打造群众身边的交警队

简易交通违法自助处理

业务缴纳交通违法罚款

车辆违法处理业务

补、换领机动车号牌

补、换领行驶证

补检合格标志

申领六年免检核发检验合格标志

机动车联系方式变更备案

机动车业务

遗失补证、损毁换证

期满换证、转入换证

超龄换证、自愿降低准驾车型换证

因身体条件变化降低准驾车型换证

提交身体条件证明

驾驶人联系方式变更备案

驾驶证业务

互联网用户窗口注册

互联网用户变更

绑定、解绑非本人机动车

互联网平台业务

市县

海口

三亚

儋州

陵水

机构名称
美苑路邮政支局
沿江二西路邮政营业所
海府路邮政营业部
海秀中路邮政支局
南航西路邮政所
长流邮政支局
滨海大道邮政支局
秀英邮政营业部
城东邮政支局
红旗邮政支局
海南医院邮政所
中山南路邮政所
龙昆南路邮政营业部
沿江五西路邮政所
海甸三东邮政营业部
南航东路邮政所
金贸西路邮政所
金濂路邮政所
解放路邮政营业部
滨海大道东邮政所
海棠湾邮政支局
吉阳邮政支局
崖城邮政支局
那大鼎尚营业所
白马井涌泉大街营业所
新州营业所
宝岛营业所
英州清水湾邮政支局
本号邮政营业所

网点电话
0898-65226216
0898-66263862
0898-65338840
0898-66797649
0898-66729700
0898-68712006
0898-68664678
0898-68662173
0898-65862946
0898-65639012
0898-68603573
0898-65953162
0898-65802495
0898-66182056
0898-66251973
0898-66514306
0898-68500638
0898-66824165
0898-66226323
0898-66819362
0898-88811084
0898-88711780
0898-88834054
0898-23865633
0898-23655386
0898-23553112
0898-23721104
0898-83386711
0898-83400014

琼海

文昌

澄迈

乐东

东方

定安

万宁

屯昌

五指山

临高

保亭

琼中

昌江

白沙

东风路邮政支局
金海邮政支局
长坡邮政支局
中原邮政支局
文南路邮政支局
锦山邮政支局
永发邮政支局
中兴邮政支局
乐东邮政营业班
九所邮政支局
东方邮政营业班
东河邮政支局
定安邮政营业班
龙门邮政支局
邮政营业厅
兴隆邮政支局
乌坡邮政所
南坤邮政支局
新兴邮政所
南圣邮政支局
解放西邮政所
加来邮政所
响水邮政支局
三道场邮政支局
大楼营业所
阳江邮政支局
霸王岭邮政所
东风邮政所
七坊邮政支局
邦溪邮政支局

0898-62822783
0898-62933559
0898-62711748
0898-62685744
0898-63221004
0898-63691353
0898-67663222
0898-67351921
0898-85522277
0898-85822131
0898-25538039
0898-25729002
0898-63822267
0898-63762222
0898-62212055
0898-62556833
0898-67955235
0898-67968217
0898-67890551
0898-86830038
0898-28283140
0898-28412651
0898-83826241
0898-83881214
0898-86236185
0898－86368001
0898-26881000
0898-26622441
0898-27663091
0898-2788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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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日内瓦3月15日电（记
者刘曲）世界卫生组织15日发布的最
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病例累计
已超过15万，达到152428例。

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15日
13时，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达
到152428例，死亡病例5720例，已报
告病例的国家和地区达141个。

世卫组织发言人法德拉·沙伊卜
向新华社记者表示，虽然世卫组织已
宣布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但针对
所有国家和个人的建议不变，各国必

须立即采取行动，加大力度治疗和检
测，减少病毒传播。

沙伊卜称，各国应妥当安排应急
响应系统，扩大检测和护理病人的能

力，确保医院有足够空间、物资供给
以及相关工作人员，同时准备好重症
急救设备。各国应继续综合使用控
制和延缓相结合的策略应对疫情。

世卫组织：

全球新冠肺炎病例累计已超15万例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14日接
受新型冠状病毒筛查，结果为阴性。
白宫当天发布检测结果，同时开始对
接触总统和其他官员的人测量体温。

做病毒筛查前，特朗普告诉媒体
记者，他的私人医生告诉他，没有症状
不必检测。不过，在媒体频繁追问下，
上周接触至少3名病毒感染者的特朗
普决定做筛查。他告诉媒体记者，他
的体温“完全正常”。

数小时后，检测结果发布。特朗
普的医生肖恩·康利在一份备忘录里
写道：“总统在海湖庄园与巴西代表团
共进晚餐一周后仍然没有出现症状。”

多名美国国会议员和民众暴露在
病毒环境中以后选择做筛查，并主动
自我隔离，以避免传染他人。

两名白宫消息人士告诉美联社记
者，特朗普不愿接受病毒筛查，担心这
一举动是示弱或担忧，他希望在这场
危机中呈现全面掌控姿态，尤其是安
抚发生暴跌的股市。

由于特朗普以及其他美国政府官
员多次暴露于病毒环境中，白宫14日
宣布采取预防措施，对密切接触特朗
普和副总统迈克·彭斯的人测体温，包
括当天参加白宫新闻发布会的记者和
任何进入椭圆办公室的人。

美联社报道，一名白宫医务办公
室的工作人员手持体温枪，测量媒体
记者体温，一名记者因为体温升高没
能获准参加发布会。

彭斯在一份致白宫工作人员的
备忘录中提醒要采取预防措施，包括
避免身体接触、勤洗手、如果生病要
待在家中，从而帮助政府遏制病毒传
播。“我们每个人都应履行责任，采取
正确预防措施，保证我们和身边同事
的安全。作为白宫职员，我们肩负保
卫国家领导层和周围同事健康的特殊
责任。”

特朗普虽然在社交媒体推特留言
“远离社交”，但自己不顾卫生专家建
议，13日在白宫一场发布会上与多人
握手，14日继续参加大型集会。

被问及为何仍然与人握手，特朗
普回答：“那几乎就是个习惯。人们走
过来，他们要握手，很自然伸出手来，
我们要改变习惯，我们都有这个问
题。我同意，当前握手不值得推崇。”

一名白宫高级官员告诉美联社记
者，白宫工作人员中已有数人因感冒
症状接受病毒筛查，检测都呈阴性。

公共卫生专家提醒，当出现咳嗽、
体温升至38摄氏度或以上时，应当引
起警惕。美国防疫专家德博拉·伯克
斯强调，病毒检测结果只反应当下状
况，注重预防至关重要。

“当你检测结果显现阴性，那只代
表你当天呈阴性，”伯克斯说，“那不保
证病毒不会连夜扩散，因为它会在你
的鼻腔和鼻腔分泌物中不断复制，因
而转天你就有可能呈现阳性。”

田野（新华社专特稿）

特朗普病毒检测呈阴性
白宫开始测体温 西班牙“封城”首相夫人确诊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快速蔓延，西班牙、法国等欧洲国家开始升级应对措施。西班牙14日
起在全国范围实施“封城”，为期15天。当晚，首相府宣布，首相夫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法国则开始关闭餐馆、酒吧和电影院等公共场所。

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14
日召开持续7个多小时的特别内阁
会议后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在
国家紧急状态下，西班牙即日采取
一系列特殊措施，包括在全国范围
内“封城”。

桑切斯说：“从现在起，我们进
入一个新阶段。我们不能再犹豫我
们必须做的事情，以抗击病毒。我
们应把健康放在首位。”

桑切斯说，根据内阁特别会议
通过的政令，除特定情况，西班牙
民众不可以离开住所。特定情况
包括前往工作场所、购买食品、药
品等必需品、返回常住住所、照顾
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等弱势群体、前

往金融机构或保险机构办理业务
等。此外，全国教育机构停止现场
教学；除供应食品等生活必需品、
报纸杂志、燃料等商店，其他零售
店全部停业。

美联社报道，在西班牙宣布“封
城”等举措时，一些原本目的地为西
班牙的航班返航。

西班牙卫生部14日宣布，西班
牙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5753例，
其中半数在首都马德里，24小时内，
全国新增确诊病例1544例。截至
14日中午，西班牙有136人死于新
冠肺炎。按累计确诊病例数，西班
牙排在欧洲第二。

西班牙首相府14日晚发表声

明，确认桑切斯的妻子贝戈尼娅·戈
麦斯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按规
定，桑切斯将在首相府隔离14天。

此前，西班牙平等事务大臣伊
雷妮·蒙特罗和地方政策与公职大
臣卡洛琳娜·达里亚斯·圣塞巴斯蒂
安病毒检测呈阳性，其他内阁成员
为阴性。

西班牙民众近日开始囤积食品
等生活用品。不过，马德里和巴塞罗
那两座主要城市的街道已明显安静，
民众听取了反复传播的信息，即减少
社交是遏制疫情蔓延的唯一途径。

巴塞罗那一名饭店老板拉切
尔·帕帕拉多说：“我们必须关店，停
业15天。”

为遏制疫情蔓延，还有一些欧
洲国家采取措施。截至14日，法国
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500例，在
欧洲列第三位。

法国总理爱德华·菲利普 14
日晚宣布，关闭全国包括餐馆、
酒吧、电影院等在内的所有“非
必需”公共场所，直到新命令下

达，但供应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
商店、药店、银行、加油站等继续
营业。

菲利普说，城市公交系统依然
运行，但政府呼吁民众最大限度减
少出行和集会。

政令之下，法国禁止所有超过
100人以上的聚会，关闭所有学校，

并要求企业允许雇员在家。埃菲尔
铁塔、卢浮宫以及迪士尼乐园等热
门场所停止开放。

但菲利普说，15日的全国市镇
选举将按计划举行，已经下令采取
特别措施，让人们投票时保持安全
距离并做好消毒。

庄北宁（新华社专特稿）

民众不可离开住所

关闭“非必需”场所

三
月
十
四
日
，西
班
牙
巴
塞
罗
那
兰
布
拉
大
道
旁
边
的

商
店
关
门
停
业
。

新
华
社
发
（
周
喆

摄
）

新华社华盛顿3月14日电（记
者刘品然）美国白宫14日宣布，因新
冠肺炎疫情蔓延，美国将于16日午夜
起对英国和爱尔兰实施旅行限制。

美国副总统彭斯当天中午在白宫
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这一消息时说，总
统特朗普已作出这一决定，该措施不影
响美国公民和美国永久居民从英国和爱
尔兰回国，但他们须通过指定机场入境。

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查德·
沃尔夫随后补充说，任何在此前14天
到访过英国和爱尔兰的外国公民将不
允许入境美国，对两国的限制措施不
适用于航空和海运物流运输。

美国11日宣布，自13日午夜起

暂停美国与欧洲申根区26个成员国
之间的旅行往来，为期30天。

特朗普13日在白宫发表讲话时
正式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他说，此
举旨在让美国联邦政府全力投入到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努力中。这项举措
将释放500亿美元资金，帮助各州和
地方政府应对疫情。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
的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4日
下午3时，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2569例，死亡51例。另据英国卫
生部门14日发布的数字，英国累计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1140例，较前一天增
加342例，死亡病例21例。

美国宣布
将对英国和爱尔兰实施旅行限制

法国宣布
进入防疫工作最高阶段

新华社巴黎3月14日电（记者唐霁）法国卫
生部下属卫生总署署长热罗姆·萨洛蒙14日晚在
巴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鉴于新冠肺炎疫
情已在法国全境蔓延，法国进入防疫工作第三阶
段，即最高阶段。

法国总理菲利普在同一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从当晚12时起关闭全国包括餐馆、酒吧、电影院
等在内的所有“非必需”公共场所，但供应食品的
商店、药店、银行、加油站等将继续营业。

散播“政治病毒”
破坏全球抗疫合力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快速蔓延，中国境
外确诊病例已破六万。

在此关键时刻，一些美国政客却借疫情煽动
歧视，大肆散播抹黑攻击中国的“政治病毒”。

大疫当前，兜售“政治私货”、借病毒污名化贬
低他国，险恶又幼稚，只会阻断国际协作交流渠
道，破坏全球抗疫合力。

且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美总统国家安全事
务助理奥布莱恩等人轻慢的政治表演。他们要么
坚持将新冠病毒称为“武汉病毒”“中国病毒”，要
么诬称“中国的处理方式不正确”“掩盖疫情”。

中国强有力的行动为全球抗疫“赢得宝贵时
间”，已获国际社会公认。但这些所谓政治精英视
而不见，念念不忘反华遏华。新冠病毒是全球公
敌，竟然也成为他们的反华“武器”。

政治辱骂与抹黑并不能使美国再次伟大。
当前美国国内的抗疫形势很严峻，美政府应对
迟缓遭各方诟病。“中国实施的严厉隔离措施为
我们赢得了时间，我们是否利用这段时间做了
有益的准备？”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
总裁兼全球卫生政策中心主任斯蒂芬·莫里森
如此质问。

疫情像一面镜子，照见良知、责任与担当，也
照见傲慢、偏见与无知。妄称“中国是东亚病夫”、
对武汉和意大利的“封城”措施采取双重标准看
待，都是这种顽固偏见的反映。

面对疫情全球“大流行”，各国既要打好本土
阻击战，也要加强国际合作。在这种关键时刻，搬
弄是非、“抹黑”“甩锅”，无益于本国疫情防控，也
与国际社会主流民意离心离德，只会浪费宝贵时
间，贻误抗疫时机。

正如 16 名国际卫生法学家日前在《柳叶
刀》上发表的文章所言，基于恐惧、谣传、种族
主义和仇外心理的应对措施，无法将人们从新
冠疫情这类突发事件中拯救出来。病毒无国
界，以团结互助取代各自为战，以同心同德代替
自私狭隘，各国同舟共济，才能最终赢得全球抗
疫的胜利。

（新华社北京3月15日电 记者杜白羽）

伊朗女副总统已痊愈
新华社德黑兰3月15日电（记者陈霖）伊朗

卫生部15日宣布，截至15日中午，伊朗新增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1209例，累计确诊病例数达13938
例，其中724人死亡，累计治愈4590人。

此前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伊朗负责女性和家
庭事务的女副总统玛苏梅·埃卜特卡尔已痊愈，
14日返回工作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