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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对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地区网络系统进行优化。届时，系统优化地区的部分专

线、ITV、上网、语音等业务使用将受中断60分钟影响。具体

情况如下：

◆2020年3月20日00:00－03:30 ，对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网络系统进行优化；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二○年三月十七日

汇通大厦808室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03HN0021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招租海口市国贸路26号汇通大厦写字
楼8层808室，公告如下：

1、本次招租房产汇通大厦808室建筑面积219.7m2，挂牌底
价197730元/年租金。汇通大厦位于国贸商圈核心位置，周边
写字楼林立，商业繁华、交通便利，是办公场所绝佳选择。

2、租赁期限为三年，限定用途为办公，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
式进行交易。

3、公告期：2020年3月17日至2020年3月30日。详情请
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查询。联系方式：
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海南
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电话：0898-
66558003施女士、65237542李女士、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3月17日

公 告
海南尖峰置业有限公司：

你（单位）在澄迈县老城开发区盈滨半岛，未办理规划报建审
批手续，擅自扩建“金碧海岸五星级产权式大酒店”项目13层—
20层，建筑面积为35603.92㎡，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第四十条的规定。依据法定程序于2020年1月17日对你
（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澄综执罚字
第45号)，我局将于2020年3月24日对你（单位）位于澄迈县老城
开发区盈滨半岛擅自扩建“金碧海岸五星级产权式大酒店”项目
13层—20层的违法建筑物依法进行没收。限你（单位）务必于
2020年3月24日前自行清理该范围内的物品并搬离，若逾期不
清理并搬离，我局将依法强制执行。

澄迈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0年3月17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宝发海景花园项目变更方案公示启事

海南宝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的的宝发海景花园项目位于秀
英区金滩路南侧,项目已于2013年批建3栋住宅，现依据建设单位申请，
对项目设计方案进行以下变更：一、部分经济指标调整（详总图指标表）。
二、地下室布局调整，车位布局调整（车位数量不变）。三、楼层平面布局
微调，立面微调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
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0年3月17日至3月30日）。2、公
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ikou.gov.
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
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
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
管理科，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
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牟妍琰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3月17日

定安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39号），经定安县人民政府批准，定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

挂牌方式出让位于定安县新竹镇中线高速公路东侧的一宗新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该地块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完成清
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
要求，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
可以进场施工，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的条件。二、宗地开发建设要求：
1、该宗地拟用于建设装配式绿色建筑（新型建筑材料）项目，属于低碳
制造业。拟建项目已通过海南省自由贸易区（港）招商联席会议，取得
产业主管部门及规划部门等批复意见。2、出让宗地投资强度不低于
200万元/亩、年度产值不低于300万元/亩、年度税收不低于10万元/
亩。项目达产时，引进并保有符合《海南省高层次人才认定办法（试
行）》要求的拔尖人才（含）以上等级的高层次人才2人,须解决就业人
数500人。以上出让指标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
议》，属该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竞得人应自《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个月内动工，自动工之日起18个月内竣工（竣
工视为投产），投产后12个月内产值要达到达产产值的30%，投产后
24个月内达产。未按出让合同约定时间动工及竣工的，每延期一日，
应向出让人支付土地出让价款总额1‰的违约金。3、该宗地项目建
设鼓励实施装配式建筑，若需要实施装配式建筑的应符合装配式建筑
有关规定。三、竞买事项：1、竞买人资格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
的企业或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个人或联
合申请，属境外的企业或其他组织的，须提供境外公证部门的公证书
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文件。竞买人注册资本须不少于20000万元。具
有下列行为的竞买人不得参加本次土地出让挂牌：①在定安县范围有
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②在定安县范围有因自身原
因造成闲置土地，并未及时纠正的。③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本次竞
买。2、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价高且不低
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3、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本次挂牌出
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有意参加竞买者可到定

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218办公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查询和获取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
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期限：2020年3月25日至2020年4
月15日（以竞买保证金实际到账为准）。4、竞买保证金：申请人应在
2020年4月15日16：00前将竞买保证金存入指定账户（以到账为
准）。5、资格确认：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
条件的，我局将在2020年4月15日17: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6、挂
牌报价时间及地点：挂牌起始时间：2020年4月7日08:00。挂牌截止
时间：2020年4月17日08:30。挂牌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7、本次竞买活动只接受书面报
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四、其他事
项：1、竞得人须在签订《成交确认书》后10个工作日内签订《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同时与定安县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签订
《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准入协议报县不动产登记部
门备案登记。2、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
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3、本次出让成交价款不包括各
种税、费，办理土地登记产生的所有税、费由竞得人承担。4、竞得人取
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水务、绿化、环保、
消防、交通管理等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管理规定。5、挂牌出让
的地块按现状条件出让。本次挂牌事项如有变更，以变更公告为准。
6、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定安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
挂牌出让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组成部分。五、咨询方式：咨询电话：
刘先生：0898-66115918；杨先生：0898-65303602；黄先生：0898-
63822430。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http://zw.
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

定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3月17日

定自然资出告字〔2020〕3号

地块编号
新竹镇CR2019-01

土地位置
定安县新竹镇中线高速公路东侧

面积(平方米)
133962.949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容积率
≥1

建筑密度
≥30%

出让年限（年）
50

竞买保证金(万元)
3618

绿地率
≤20%

更正公告
我局于2020年3月16日在《海南
日报》A10版刊登了《文昌市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文土告字〔2020〕9号）；现更正
如下：公告内容中查询网址：
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现 更 正 为 查 询 网 址 ：http://
www.landchina.com/； http://
lr.hainan.gov.cn/； http://zw.
hainan.gov.cn/ggzy/其 他 内 容
不变。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3月17日

注销公告
陕西省第五建筑工程海南公司
（4600001003753）拟向海口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
权债务人见报之日起45天内到本
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遗失声明
文昌文城叶红日用品商行遗失公
章，私章，财务章，发票章，声明作
废。
▲海口美兰鸿兴发杂货店遗失营
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
460108600071910，声明作废。
▲海口美兰忠实电脑维修销售店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60116600003950，声明作废。
▲海南省三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遗
失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证 书 ：
114603000563590125，声 明 作
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公 告

海南前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
黄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海南分公
司：本委受理申请人李凤捷与你公
司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
〔2019〕第3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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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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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232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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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

注销公告
海南中金创投房地产发展有限公
司 (91460100062342014P）拟 向
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
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公告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从
事生产经营活动事业单位改革的
指导意见》的通知精神，根据《海南
省教育厅关于加快拟制省电化教
育招待所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
（琼教人〔2019〕9号）与《海南省电
化教育招待所撤销方案》要求，海
南省电化教育招待所将进行撤销，
注销机构和人员编制，现已完成在
岗人员的分流安置工作。从即日
起，海南省电化教育招待所与所有
人员解除劳动合同关系。
特此公告。

海南省电化教育招待所
二○二○年三月十六日

▲三沙市三沙群岛人民法院遗失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证 书 ：
11460300MB0W979132，声明作
废。
▲海南省三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遗
失开户许可证，开户行：海口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濂支行，
核准号：Z6410001449801，声明
作废。
▲海南省三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遗
失开户许可证，开户行：中国银行
海南省分行，核准号：Z64100014
37602、J6410015208801、Z6410
001145502，声明作废。
▲海口琼山高登东路杨名少青粉
汤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编
号：JY24601071236347，声明作
废。
▲郑晶洁遗失失业证，证号：
4601990014039261，声明作废。
▲杨大宽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书，
证件编号：4601990017052325，
声明作废。
▲李岳庆不慎遗失道路运输证，证
号：469005002237，现声明作废。
▲梁云遗失机动车发票三联，发票
代码：146001920406，发票号码：
00188090，声明作废。
▲琼海市博鳌华侨中学遗失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证号：建字第4690022018000134
号，声明作废。
▲魏怀让不慎遗失海南明好置业
有限公司所开发楼盘恒大御景湾
项目53号楼1401号房的房款收
据 一 张 ，房 款 收 据 编 号 为 ：
HN0018250，金额1009962元（含
定），声明作废。
▲文昌文城佳客商行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正本，社会信用代码：
92469005MA5T6LUL5D，声 明
作废。
▲海南省文昌企业投资公司遗失
一枚公章，声明作废。

通知
海口塔市盐场各虾塘承包户：
现在正式通知，你承包的本盐场虾
塘若逾期未交租金，将视为违约。
自本通知见报之日起10日内到本
盐场处理相关事宜，逾期将按照合
同规定收回虾塘使用权。由此造
成的损失由承包户承担。
特此通知

海口塔市盐场
2020年3月17日

公示内容
海南省琼海市九曲江地热田热矿
水 采 矿 权 （ 证 号 ：
4600000120003）已转让给中远
海运博鳌有限公司，若对转让矿权
有异议，自见报5个工作日内将意
见反馈至中远海运博鳌有限公司。

中远海运博鳌有限公司
2020年3月17日

需求公告
因万宁市看守所“智慧磐石”工程
项目建设的需要，现我局急需一家
具有信息化工程乙级以上（含乙
级）监理公司为该项目监理单位。
项目总投资232万元，工程监理费
约为7.6万元，工期90个日历天，
有意者请携带公司资质及业绩等
相关材料到万宁市公安局提交，我
局将择优选取。联系人：谭先生
联系电话：0898-62230606
万宁市公安局 2020年3月16日

公 告
屯昌县三发开发区建设总公司目
前在进行企业改制、清算资产、清
理人员劳动关系以及企业注销，请
所有之前在本单位工作过的人员
和有关的债权债务人，在本公告之
日起45日内回本单位申报登记。
逾期不办理的视为自动放弃权
利 。 联 系 人 ：符 家 诗 ，电 话
18907519118 特此公告

屯昌县三发开发区建设总公司
2020年3月17日

更正公告
我局于2020年3月16日在《海南
日报》A10版刊登了文昌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公告（文土告字〔2020〕11
号）；现更正如下：公告内容中查询
网址：http://www.ggzy.hi.gov.
cn； http://www.hnlmmarket.
com/现更正为查询网址：http://
www.landchina.com/http://lr.
hainan.gov.cn/； http://zw.
hainan.gov.cn/ggzy/其他内容不
变。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3月16日

▲肖永康不慎遗失文昌海石投资
有限公司开具的龙禧·偶寓B423
一次性全额付款房款收据一张 ，
收 据 编 号 ：6000579，金 额 ：
258000元，声明作废。
▲东方市国土资源局（现为东方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慎遗失海南
省农垦设计院有限公司开具的海
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发票代
码：046001800104，发票号码：
03630989，特此声明。
▲万宁万城吴关吉灯具零售店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60000MA5T84T95G，声
明作废。
▲王海燕遗失北京城建海云家园
房号29-1A 购房收据，现声明作
废。
▲海南上下金服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文昌市会文镇官新村委会官新
厚昌村法人：杨昌河身份证：
460022195411271216，法人印鉴
私章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翔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财务章各一枚，现声明作
废。
▲邓雨萱于2019年7月24日在海
南妇产科医院出生一名女婴，其出
生证遗失，编号:T460103512，声
明作废。
▲海南盛怡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030057308418
4M）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12065201）一张，声明
作废。
▲陕西省第五建筑工程海南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600001003753，声明作废。
▲张彦明2019年12月1日遗失居
民 身 份 证 ，身 份 证 号 ：
230804197708220521，特 此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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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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屯昌县三发农业综合开发股份合

作公司目前在进行企业改制、清算

资产、清理人员劳动关系以及企业

注销，请所有之前在本单位工作过

的人员和有关的债权债务人，在本

公告之日起45日内回本单位申报

登记。逾期不办理的视为自动放

弃权利。联系人：符家诗，电话

18907519118 特此公告

屯昌县三发农业综合开发股份合

作公司 2020年3月17日

公 告
屯昌新澳股份合作公司目前在进

行企业改制、清算资产、清理人员

劳动关系以及企业注销，请所有之

前在本单位工作过的人员和有关

的债权债务人，在本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回本单位申报登记。逾期

不办理的视为自动放弃权利。联

系人：符家诗，电话18907519118

特此公告

屯昌新澳股份合作公司

2020年3月17日

更正公告
我局于2020年3月16日在《海南日

报》A10版刊登的《文昌市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文土告字

[2020]6号、文土告字[2020]7号)，现

将有关事项更正如下：1、查询网址：

“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

com/”更 正 为 ：“http://www.

landchina.com、http://lr.hainan.

gov.cn/、http://zw.hainan.gov.

cn/ggzy/”。2、其他事项不变。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3月17日

公 告
屯昌县新兴工业开发区建设总公

司目前在进行企业改制、清算资

产、清理人员劳动关系以及企业注

销，请所有之前在本单位工作过的

人员和有关的债权债务人，在本公

告之日起45日内回本单位申报登

记。逾期不办理的视为自动放弃

权利。联系人：符家诗，电话

18907519118 特此公告

屯昌县新兴工业开发区建设总公

司 2020年3月17日

更正公告
我局于2020年3月16日在《海南

日报》A10版刊登了文昌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 挂 牌 出 让 公 告（文 土 告 字

〔2020〕10号）；现更正如下：公告

内容中查询网址：http://www.

ggzy.hi.gov.cn http://www.

hnlmmarket.com/现更正为查询

网 址 ：http://www.landchina.

com；http://lr.hainan.gov.cn/

http://zw.hainan.gov.cn/ggzy/

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3月17日

更正公告
我局刊登在2020年3月16日《海

南日报》A10版（文土告字〔2020〕8

号）公告中的查询网址现更正为：

http://www.landchina.com；

http://lr.hainan.gov.cn/；http:

//zw.hainan.gov.cn/ggzy/。 原

公告其他事项不变。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3月17日

英国式“群体免疫”是科学还是无奈？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不断加剧，英国采取的旨在延缓高峰而非强力控制的应对措施以及政府首席科学顾问有关“群体免疫”的言论引起很大争议。
这究竟是英国政府依据最新科学证据做出的决策？还是面对卫生系统和经济发展压力下的无奈之举？

英国政府此前发布的应对疫情规
划包括4个阶段：遏制、延缓、研究以
及缓解。随着本土病例数达新高，英
国政府在12日宣布从“遏制”进入“延
缓”阶段。

在“延缓”阶段，政府的目标是尽
可能降低疫情带来的影响，并尽可能
把疫情高峰期出现的时间延后，错开
流感季节，以降低卫生系统的接诊和
治疗压力。

在英国政府宣布防疫进入新阶段
前，本地一些媒体预计政府会像部分国
家那样宣布更严格的隔离措施。但英
国政府却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方
案：要求那些出现症状的人士，不管是
否有疫区旅行史，都自觉在家中隔离7
天；只有症状恶化的人才被建议与当地
医院联系；目前不需要临时关闭学校，

也没必要全面禁止大型活动，但这些措
施会根据情况变化随时考虑调整。

对此，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帕特
里克·瓦兰斯解释说，目前最重要的是
让疫情尽量延后达峰，让病例数增长曲
线更趋平缓，避免医疗体系不堪重负，
并希望最终能在“更多人群中产生对这
一疾病的一定程度免疫力”。

本来是科学顾问为解释政府做法
的合理性而提及的概念，但“群体免
疫”的说法引来了更大的争议。

英国卫生大臣马修·汉考克不得
不对此澄清。他15日在《星期日电讯
报》上发表评论文章说：“我们的防疫
计划是基于科学家的专业意见来制
定，群体免疫并不是这个计划的一部
分，那只是一个科学概念，不是一个目
标或者一个策略。”

那么“群体免疫”是指什么？
伦敦大学卫生和热带医学院

的马丁·希伯德教授说，越来越多
人被新冠病毒感染，也会有越来
越多人患病后痊愈，不少证据已
显示他们会对病毒产生免疫力。
获得免疫力的人越多，病毒越不
容易传播。当人口中约70%的
人被感染并康复，疾病暴发的几
率就会大大降低，这就是所谓的

“群体免疫”。
相对希伯德的解释，瓦兰斯给

出的实现群体免疫的人口感染预
估比例更低一点，大约是60%。

利物浦大学的马修·贝利斯教
授说，在没有可用疫苗的情况下，
实现群体免疫的过程让人“非常担
忧”——若以新冠肺炎病亡率1%

这一较低水平数值来估算，即便是
英国只有50%的人群被感染也会
带来“难以想象”的病亡水平。

英国病毒研究机构珀布赖特
研究所的西蒙·格宾斯博士说，群
体免疫对病毒来说就是一种“进化
压力”，迫使它们不断适应新变化
以便摆脱免疫系统束缚，如流感病
毒就经常变异来产生人们免疫力
无法应对的新菌株，“而对于新冠
病毒来说，目前还没有足够的信息
来确认类似状况会否发生”。

帝国理工学院的实验医学教
授彼得·奥彭肖也指出，由于科学
界目前对新冠病毒的认识还不够
充分，它对免疫系统的影响还有
未知的方面，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来明确。

目前，英国政府的“抗疫”措施引起的争议
还在持续发酵中。截至15日，英国已经有超过
400名来自各大院校、科研机构的学者签署了
一份公开信。信中内容说，“群体免疫”在这个
阶段并不是可行选择，因为这反而会让英国的
公共卫生体系承受更大压力，毫无必要地给更
多人的生命带来风险。

英国议会请愿网站的统计数字显示，截至当
地时间14日上午，已有超过10万人在请愿书上签
字，呼吁英国政府采取更加积极的方式，阻止疫情
蔓延。按照英国相关规定，一旦请愿人数超过10
万，议会就应考虑对相关议题进行辩论。

期刊《柳叶刀·呼吸医学》13日发表的一篇
社论说，英国有关实施延缓疫情策略的决定应
该基于科学，并且应该通过包括社交媒体在内
的多种信息传播平台向公众清晰地阐释有关决
定背后的依据，从而抵消不实信息的散布，避免
加剧公众恐慌。 （新华社伦敦3月15日电）

新华社日内瓦3月16日电 世界卫生组织16日说，中国以外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数已超过中国数字。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塔里克·亚沙雷维奇向新华社记者证实，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6日0时（北京时间16日7时），

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164837例，其中中国81077例，中国以外83760例。
目前，中国以外累计确诊病例数最多的是意大利（24747例），其次是伊朗（13983例）。随后的韩国、西班牙、法国、

德国、瑞士累计确诊病例数在2000至9000例之间。
由于欧洲多国报告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持续攀升，世卫组织13日已宣布欧洲成为新冠肺炎疫情“震中”。

世卫组织：

中国以外新冠肺炎
累计确诊病例数已超中国

“出人意料”的应对措施 有待商榷的“群体免疫” 持续发酵的争议之声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美联储降息至接近零

新华社华盛顿 3月 15日电 （记者许缘
高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5日宣布，将联邦
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1个百分点到0%至
0.25%之间，并启动7000亿美元量化宽松计
划，以保护美国经济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美联储当天在声明中说，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扰乱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经济
活动，全球金融状况也受到重大影响。短期
内，新冠肺炎疫情将对美国经济活动造成压
力，并对经济前景构成风险。因此，美联储决
定将利率大幅下调到0%至0.25%之间，并维
持这一目标区间直至确信美国经济已经受住
风险考验。同时，将启动总额达7000亿美元
量化宽松计划，以支持金融市场。

除此之外，美联储还宣布将从3月26日
起将存款准备金率下调至零。同时，从3月
16日起将一级信贷利率下调 150个基点至
0.25%，以帮助满足家庭和企业信贷需求。

当天，仅有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行
长洛雷塔·梅斯特反对上述决议。她认为，美
联储应降息50个基点至0.5%到0.75%之间。

美联储将于3月17日至18日召开3月份货
币政策会议。这也是美联储自1月份会议以来，
第二次在两次会议期间采取紧急降息举措以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3日，美联储宣布紧急降息50
个基点，但美股不升反降，凸显市场对经济前景
担忧情绪并未因美联储的行动而有所缓解。

美股16日大幅低开，标普500指数跌超
7%，触发本月第三次熔断。 （据新华社电）

美股本月第三次熔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