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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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 当

供 求

▲北京中铁富红保洁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海南分公司因公章和财务

专用章破损，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通知

成贵同志：

自2019年12月1日起，你在

未办理任何手续的情况下，一直未

上班，已形成旷工。为严肃劳动纪

律，限你自2020年3月21日起十

五日内回单位说明情况。如逾期

不归，将按照有关规定与你解除劳

动合同，一切后果由你自负。

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房建公寓

段 2020年3月21日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商铺招租

三亚解放 689 号二楼火锅店约

275平，凭海临风两套1房公寓招

租，18789575377,68535357

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 2020年 3月 24日
00:00-6:00对保亭、五指山和海口琼山乡镇农村地区3G网络
系统进行改造优化。

2020年3月31日00:00-6:00对屯昌、琼中、定安和三亚崖
州、三亚海棠、海口秀英乡镇农村地区3G网络系统进行改造
优化。

届时，海口琼山、秀英乡镇农村地区，三亚崖州、海棠，保亭、
五指山、屯昌、琼中、定安等区域内，总计387个站点（1460个小
区）3G网业务将关闭，用户使用将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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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三月二十二日

广告·热线：66810888

据新华社纽约3月20日电 继
加利福尼亚州之后，美国纽约州、伊
利诺伊州、康涅狄格州20日也发布
针对本州居民的“居家令”。这些

“居家令”涵盖纽约、洛杉矶、芝加哥
等大城市，影响数千万人，以遏制新
冠病毒传播。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
纽约州出现“重大灾难”。

白宫20日晚发表声明说，特朗
普已宣布纽约州出现“重大灾难”，
命令联邦政府支援该州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

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20日
早些时候签署针对该州1900多万
居民的行政令，规定全州所有非关

键行业企业的工作人员居家办公以
缓解新冠肺炎疫情。该行政令将于
当地时间22日夜间生效。

科莫要求民众取消或推迟非必
要集会，尽量避免搭乘公共交通；建
议民众尽量不要出门参加休闲娱乐
活动；建议年龄超过70岁的老人、免
疫系统有缺陷以及有基础疾病的人
群居家，避免接待访客。药店、食品
店、银行、加油站、水电气供应商等关
键行业的员工不受行政令限制。

科莫表示，纽约州将面临医用
口罩、手套、防护服、呼吸机等医疗
用品短缺问题。州政府正与美国陆
军工程兵团合作，在全州范围内寻

找适合改建成临时病房的场所。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最

新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0
日晚，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接
近两万例，死亡250例。其中纽约
州确诊病例占全美确诊病例40%以
上。据当天早些时间的统计，在美
国人口最多的纽约市，确诊病例超
过4000例。

纽约州确诊人数激增的原因除
人员流动频繁外，也与该州提高检
测能力有关。科莫20日表示，纽约
州在过去两周大幅加强新冠病毒检
测能力。仅过去一天，纽约州就完
成了 10000 次检测。本周早些时

候，科莫说专家预测纽约州的疫情
峰值将在45天左右来临。

伊利诺伊州州长普里茨克当天
也宣布了“居家令”，要求本州1200
多万民众尽量居家。这一行政令将
于21日生效，持续至4月7日。据
此，仍在营业的所有“非必要”企业
都将关闭。学校、公园、图书馆关
闭。食品店、医院、加油站等必要设
施开放。

康涅狄格州当天也公布了“居
家令”。新泽西州州长菲尔·墨菲20
日说，他计划在24小时内宣布类似
命令。19日，加利福尼亚州已宣布

“居家令”，要求全州近4000万民众

尽量居家。
美国政府20日宣布将限制出

入美国与墨西哥边境的“非必要旅
行”。措施将于21日生效。这与美
国政府18日宣布的限制美国与加
拿大边境的“非必要旅行”措施类
似。

特朗普13日宣布“国家紧急状
态”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20日早
些时候，特朗普说，他并未考虑从联
邦政府层面发布全美范围的“居家
令”来应对疫情。他在白宫记者会
上回答提问时说，他不认为发布全
美范围的“居家令”有必要，称“一些
地区疫情并不严重”。

美国四州美国四州发布发布““居家令居家令””

特朗普特朗普：：纽约州纽约州出现出现““重大灾难重大灾难””

德国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病亡率迄今
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德国专家认为，这得
益于德国强大的疫情监控体系、检测能
力和重症医疗能力，但能否继续保持低
病亡率取决于能否控制疫情快速蔓延。

据德国媒体NTV21日报道的最
新数据，德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
已超过2万例。另据德国疾控机构罗
伯特·科赫研究所20日公布的数据，
目前德国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共31例，
病亡率远不到1%。

德国亥姆霍兹传染研究中心流行
病学科负责人克劳泽20日告诉新华
社记者：“我想现在做这个（病亡率低
的）结论还太早，需要非常谨慎，因为
德国还处于新冠疫情初始阶段，之后
也可能向不同方向发展。”但是，他认
为目前病亡率较低有多个原因。

首先，德国很早得到预警，在新冠
肺炎疫情到达欧洲之前几周便着手准
备。德国科研团队1月初便开发出快
速检测试剂，罗伯特·科赫研究所也公

布了详尽的病例定义等指导文件。
其次，德国在很早期便对疑似病例

进行检测，发现患者。克劳泽说，这样
做有助于为患者提供最优化的治疗，而
不是在患者疾病恶化之后才提供治疗，
有效控制了需要辅助呼吸的重症患者
数量。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非常灵敏的
疫情监测体系来发现患者，尽早诊断。

有关检测能力，柏林沙里泰大学医
院病毒学家德罗斯滕曾提到，其他国家往
往只有少数授权实验室对病毒进行检测，
德国则有很多不同层级的实验室能够进
行检测，较为灵活。这也是德国一个“重
要优势”。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称，德国每
周最多可进行16万次新冠病毒检测。

从医疗保障能力看，克劳泽认为
德国相对于人口的医生数量、床位数
和呼吸机数量在全球处于较高水平。
据统计，德国有约2.8万个重症病房，
配有2.5万台呼吸机，虽然目前大多数
已占用，但绝对数量仍有一定优势。
德罗斯滕提到，德国重症监护水平一

流，辅助呼吸并不是一件容易操作的
事，但德国医生业务能力很高。

此轮疫情开始后，德国采取重症患
者住院治疗、轻症患者居家隔离自愈策
略，着重救治重症患者。以柏林为例，截
至当地时间16日中午，283人确诊感染，
其中只有16人住院治疗。克劳泽告诉记
者，由于目前对新冠肺炎的治疗也仅限于
对症治疗，因此德国要求轻症患者居家隔
离自愈，一旦症状恶化立即住院治疗。

随着德国确诊病例迅速增长，接下
来低于1%的病亡率能否保持还取决于
能否有效控制感染人数。正如德罗斯滕
19日表示，目前德国要做的就是尽量使
感染人数增长曲线平坦化，理想状态是
重症患者人数低于可用呼吸机的总数。

目前，德国已实施关闭学校、公共
设施、餐馆酒吧等严格的防疫措施。
德罗斯滕说，如果没有这些措施，呼吸
机占用率会大幅增长。

（新华社柏林3月 21日电 记者
田颖）

德国缘何新冠肺炎病亡率低？
专家认为远不到1%的病亡率得益于强大的疫情监控体系、检测能力和重症医疗能力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
副研究员杜兰认为，“股票门”事件暴露
出美国“选票政治”的弊端。她说，在

“选票政治”下，一切都是为获取选票服
务，政客不去真正做事情，只是靠包装
和语言来给选民留下好印象、吸引选
民，他们关心的是个人的利益和前途而
非民众的利益，正如在“股票门”中，议
员一边说疫情可控一边抛售股票。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国会目前正处
于讨论应对新冠疫情新一阶段救助法
案的关键时期，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
奈尔表示希望下周早些时候可以提交
总统签署。此时“股票门”被曝光可能
会打击国会士气，损害华盛顿的公信
力，给美国应对疫情的努力蒙上阴影。

（据新华社华盛顿3月20日电
记者孙丁 徐剑梅）

议员卷入“股票门”美国抗疫蒙阴影

包括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
员会主席理查德·伯尔在内的多名
美国国会参议员日前卷入“股票
门”风波，美国媒体质疑这些议员
利用职务便利提前获知相关信息，
在美国股市因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出现暴跌前出售所持股票。

分析人士指出，上述丑闻暴露
出美国选举政治中政客对选民当面
一套背后一套的虚伪面目，同时也
给美国应对疫情的努力蒙上阴影。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1月24日
曾听取白宫官员就疫情暴发风险所做的闭门简
报。此后至纽约股市2月下旬出现暴跌期间，伯尔
等多名参议员各自名下价值数十万至数百万美元
不等的股票被出售。

报道说，伯尔在2月13日分33笔交易售出价
值62.8万至172万美元的股票，其中大部分为服
务业股票。而在抛售前几天，伯尔在媒体联名撰
文表示，美国如今比以往更能够应对突发公共卫
生威胁，例如新冠病毒。

媒体报道的有抛售行为的参议员还包括共和
党籍参议员凯莉·莱夫勒、詹姆斯·英霍夫以及民
主党籍参议员黛安娜·范斯坦，其中莱夫勒的丈夫
杰弗里·斯普雷彻还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董事长。

伯尔20日发表声明说，他当时决定出售股票
的唯一依据是公开新闻报道，他已要求参议院道
德委员会对此事进行全面审查。其他涉事参议员
也都声称自己没有不法行为。

“股票门”事件引发美国舆论广泛批评。美国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珍妮弗·鲁宾评论说，伯尔
有两大“道德罪名”，一是向公众掩盖新冠疫情的严
重性，二是从中牟利。她说，伯尔的“股票门”不禁
让人怀疑，华盛顿当初为什么执意淡化疫情风险。

呼吁调查此事的美国政府道德准则办公室前
主任沃尔特·肖布说，在政客们忙于保护个人利益
之时，普通美国民众正在遭殃。

美国2012年出台一项法律，禁止国会议员和
职员利用非公开信息谋取私利。美国媒体报道说，
当年一共有3名参议员投票反对该法案，其中就包
括伯尔，3人中现在仍在担任参议员的也只剩他。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法律分析师埃利·霍尼格
说，如果美国司法部、证监会或国会调查发现有国
会议员从事非法或不当交易，国会可依据宪法将其
驱逐。他也表示，目前关键的问题还有待解答，即
伯尔是否非法根据内幕消息出售股票。如果是，他
将面对严重后果。

多方批评提前抛售 暴露弊端

数说疫情

● 意大利民事保护部门负责人、新冠病毒应
急委员会专员博雷利20日说，截至当天18时，意
大利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升至47021例，病亡
者增至4032人，另有5129人治愈。

● 西班牙卫生部21日公布，该国新冠肺炎
累计确诊病例达24926例，单日新增近5000例。

● 伊朗卫生部21日宣布，伊朗新增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 966 例，累计确诊 20610 例，其中
1556例死亡，治愈7635例。

● 据德国媒体NTV根据各州数据统计，截
至当地时间21日上午10时50分，德国累计确诊
新冠肺炎病例20055例，死亡68例。

●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0日晚，美国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已接近两万例，死亡250例。其中纽
约州确诊病例占全美确诊病例40%以上。

● 法国卫生总署署长萨洛蒙20日说，法国
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升至12612例，累计死亡
病例450例。

● 韩国疾病管理本部21日发布的最新统计
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0日0时至21日0时，韩国
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8799例，死亡102例，治
愈2612例。

● 马来西亚卫生部21日说，截至当天中午12
时，该国新增15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
例1183例，死亡病例4例，累计治愈出院114人。

● 据加拿大媒体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0日
21时，加拿大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比前一日增加
214例，累计达1087例，累计死亡13例。

● 截至当地时间20日，巴西累计确诊病例超
过900例，智利和厄瓜多尔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00
例，整个拉美地区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000例。

● 截至北京时间3月21日凌晨4时，非洲已
有超过40个国家和地区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总病例数超过900例。 （据新华社电）

西班牙、伊朗、德国
累计确诊病例均破2万

卷
入
﹃
股
票
门
﹄
的
参
议
员
凯

莉
·
莱
夫
勒
。

新
华
社/

美
联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20日宣布，当天深夜起关
闭加美边界，禁止不必要的人员流动，继续保证物
流畅通，支持加拿大相关企业加快和扩大重要医
疗物资和防护用品的生产。图为在加拿大萨里，
部分边界通道已关闭。 新华社发（梁森 摄）

加拿大宣布关闭加美边界

布基纳法索一天内
4名部长确诊新冠肺炎

据新华社洛美3月20日电（记者肖玖阳）瓦
加杜古消息：布基纳法索政府20日宣布该国4名
部长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例。布基纳法索总统卡博
雷当天宣布，从21日午夜开始，全境实行宵禁。

这4名部长分别是外交与合作部部长阿尔
法·巴里，国民教育、扫盲和民族语言推广部部长
斯坦尼斯拉斯·瓦罗，国土管理、权力下放和社会
和解部部长西梅翁·萨瓦多戈以及矿业和采石业
部部长奥马鲁·伊达尼。其中，巴里在社交媒体上
表示确诊新冠肺炎，但没有透露更多信息；另三人
病情稳定或症状较轻。

布基纳法索目前累计病例40例。

俄罗斯开发出
3种抗新冠病毒原型疫苗

据新华社莫斯科3月21日电（记者吴刚）俄
罗斯联邦生物医学署20日发布公告说，该署专家
正加紧研发抗新冠病毒疫苗，目前已开发出3种
原型疫苗。此外，俄总理米舒斯京20日表示，该
国科学家目前已研制出6种抗新冠病毒的药物。

俄联邦生物医学署表示，目前正在对3种抗
新冠病毒原型疫苗进行小鼠试验，预计今年6月
可以得出测试结果。

据俄防疫指挥部20日的最新数据，俄境内新
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达到253例。政府已成立由
总理负责的抗击新冠病毒协调委员会。另外，自
3月18日起，俄已暂时限制外国人入境。

3月20日，在美国纽约，行人在第五大道上穿行。 新华社/美联

据德国媒体NTV3月21日报道，德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已超过
2万例。图为21日拍摄的德国柏林空旷的街头。 新华社/美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