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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的最新数据，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6日
晚，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过
8.5万例，居全球第一。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
据显示，美国连续4天单日新增病例
数大幅增加，26日单日新增病例数甚
至超过1.8 万例。世界卫生组织表
示，美国有可能成为全球疫情的下一
个“震中”。为何美国疫情发展如此
之快，确诊病例短期内迅速飙升？美
国的疫情防控措施是否奏效，面临哪
些挑战？

检测量增加是美国病例数迅猛
攀升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总统特
朗普26日在白宫发布会上表示，确诊
病例的迅速增加要“归功”于病毒检
测工作。据美国副总统彭斯介绍，截
至26日上午，美国总共检测了55.2
万例样本。

此前，美国检测不足的问题一直
饱受美国民众诟病。近来，美国采取

了许多措施以增加检测量、缩短检测
时间。比如，美国疾控中心放宽了检
测标准，此前只有具有严重呼吸道疾
病和明确病毒暴露史或相关旅行史
的病人才有资格进行检测，现在更多
的普通民众能够接受检测。

与此同时，更多快速检测技术出
台：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了分
子诊断产品供应商Cepheid公司研
制的新冠病毒快速检测试剂，可在45
分钟内得出结果；另一种即将获批的
美国雅培制药有限公司的检测技术
可在15分钟内得到结果。

除了检测量提高，隔离措施执行
不力也是导致美国病例快速上升的
一大因素。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
传染病系主任罗伯特·斯库利在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在许多地方
推行“扩大社交距离”的政策步伐迟
缓。在较早实施这一举措的地区，比如
华盛顿州，病例上升的速度已经开始放

缓，这表明其他正在采取类似措施的州
有可能看到同样的效果。

“美国病例数快速位列全球之
首，表明美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
面并没有做足准备，无论是病毒检
测，强制执行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
还是认真对待病毒感染等方面，都做
得不够。”美国艾奥瓦大学微生物学
和免疫学教授斯坦利·珀尔曼对新华
社记者说。

此外，防控措施实施的时效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疫情防控的效果。

斯库利告诉记者，以肯塔基州和
田纳西州为例，两个州3月6日的病
例数相当，但肯塔基州6日就宣布进
入紧急状态，随即采取防控行动，而
田纳西州则拖延数天才开始推行类
似措施。至3月14日，田纳西州的病
例数为肯塔基州的5倍之多。

“美国政府如果能更早开展广泛
的病毒检测，完善医疗监测系统，提
早着手医院、病床等准备工作以及口

罩、呼吸机等防护设备的应急生产，
我们就不会走到今天这样的艰难境
地。”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卫生政策
与管理系教授杰弗里·莱维说。

值得注意的一点，尽管美国的病
例数已升至全球第一，但病亡率并不
是最高，目前累计死亡病例 1296
例。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
校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流行病学教
授张作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
是由于美国的确诊病例中年龄在65
岁以下的患者比例较高，因此病亡率
相对会低一些。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一
份最新报告显示，美国2月12日至3
月16日报告的4226例病例中，69%
的确诊患者、55%的住院患者以及
47%的重症治疗室患者是65岁以下
的群体。

为应对不断升级的疫情，美国联
邦政府和各州已陆续出台一系列加
强版防疫措施。特朗普13日宣布“国

家紧急状态”，白宫16日以总统名义
发布了公众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行
动指南，许多州政府宣布了“居家
令”，以降低社区传播风险。但由于
美国不同州制定的防疫措施力度不
一，加之民众对政府前期应对不力的
不满情绪，因此相关防疫措施能否执
行到位还很难说。

专家认为，下一阶段的重点包括
加强医疗防护物资的供应，提高医院
的接诊能力，抢救急重症病人，降低
病亡率等。同时，需要对纽约州等重
灾区采取额外的支持措施。

张作风告诉新华社记者，随着病
例的持续增多，美国医疗系统将承受
巨大压力。防护用品的严重不足，会
加重医护人员感染的风险；医院病床
位、重症监护室和呼吸机的不足，使
抢救病人遭遇瓶颈；这些都是亟待解
决的难题。
(新华社华盛顿3月26日电 记者

谭晶晶)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美国成全球确诊病例最多国家

美病例数为何快速飙至全球之首

关注各国新冠疫情

据新华社伦敦3月27日电（记者张家伟 桂涛）英国首
相约翰逊27日在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中表示，他接受了新冠病
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继约翰逊确诊后，英国卫生大臣马修·
汉考克27日表示，他也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约翰逊说：“过去24小时里我出现了一些轻微症状，新冠病
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我现在正自我隔离，但我会继续通过视频会
议的方式领导政府的应对行动，抗击这一病毒。”他最后还向公
众呼吁：“我们一起努力战胜这次疫情侵袭。”

英国首相府发言人在随后的一份声明中说，约翰逊昨天
出现轻微症状后，在英格兰首席医疗官克里斯·惠蒂建议下接
受了检测。根据相关指引，约翰逊目前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
中自我隔离。这名发言人也强调，首相目前仍在领导英国政
府的抗疫行动。

卫生大臣汉考克说：“我接受检测的结果呈阳性，庆幸的
是我只有轻度症状，目前我在家里工作并且自我隔离；很重要
的一点是我们都要遵从建议，保护我们的国民保健制度并拯
救生命。”

英国卫生部2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英国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数已破万，达11658例，累计死亡病例数增至578例。

英国首相病毒检测呈阳性
卫生大臣也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英国首相约翰逊演讲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美在亚太航母“罗斯福”号
感染者已达“数十人”

美国代理海军部长托马斯·莫德利26日说，
部署至亚太地区的美军“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
母舰上的新冠肺炎疫情继续扩大。美联社当天
晚些时候援引多名官员的话报道，感染者已经
达“数十人”。

这是美军首艘处于出海状态的航母报告
新冠病毒感染。“罗斯福”号上有大约5000人，
已经停靠关岛。美国海军26日说，正对舰上
全体人员作新冠病毒检测，有症状的人优先。
海军作战部长马克·吉尔戴预计，更多舰员将
被查出感染。

美国防部称，截至26日，280名现役军人和
134名文职人员感染新冠病毒。海军中，104名
军人和23名文职人员感染。

惠晓霜（新华社专特稿）

菲美“肩并肩”联合军演
因疫情取消

据新华社马尼拉3月27日电（记者郑昕
袁梦晨）菲律宾军方27日证实，因新冠肺炎疫
情，菲律宾与美国原定今年5月举行的2020年
度“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取消。

菲军方表示，基于目前菲律宾乃至全球
的新冠肺炎疫情，菲美双方均认为如果按照
原定计划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将会有较大风
险。美国驻菲使馆当天也确认了这一军演取
消的消息。

“肩并肩”是菲美年度常规联合军事演习。
据了解，2020年度“肩并肩”联合军演原定5月
4日至15日在菲举行，预计有1.1万名军事人
员参加。

非洲确诊病例超3000
多国升级防控举措

据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3月26日电 综合
新华社驻非洲地区记者报道：数据显示，26日非
洲大陆确诊病例已超过3000例。

多个国家升级防疫举措，纷纷实施宵禁、
“封城”、学校停课、暂停航空和海运客运服务等
紧急措施。

非洲疾控中心26日发布公告说，截至26
日，非洲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2819例，死亡
73例。当晚，南非更新数据，称该国当天新增新
冠肺炎病例218例，累计确诊病例达927例。
南非更新数据已超过非洲疾控中心公告发布时
统计的709例。据此推算，非洲大陆确诊病例
已超3000。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海口美兰金润办公设备总汇（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60108MA5T1CF811） 于

2013年4月12日遗失在中国建设

银行2012年3月29日预留印鉴的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张晓波（赵莉）遗失陵水骏晟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荣盛香

水湾H82栋（幢）H82栋（单元）十

层（层）1001房的购房收据三张，

收据号：0001607，金额：50000

元 ；收 据 号 ：0010070，金 额 ：

847381 元；收据号：0017159，金

额：2070000元，声明作废。

▲李惠芳遗失公路工程造价甲级

资 格 证 书 ，证 书 编 号 ：甲 级

1046010008号，声明作废。

▲海南德捷汽车有限公司遗失建

设 工 程 规 划 许 可 证 ，编 号 ：

2006A00093，现特此声明。

▲三亚景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万宁兴隆怡兴副食品贸易商行

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省公共卫生紧急救援指挥

中心公章破损，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海南黄冈传奇职业高级中学（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460000687263156Y）拟向海南
省民政厅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
报日起45天内前来办理相关事宜。

减资公告
经海南康鼎旅业开发有限公司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000万减少至人民币200万元，
原债权债务不变，请债权人自见报
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
提供相应担保请求。联系人：廖方
明。联系电话：13379808909。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海南图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100MA5T585M3D）拟 向

海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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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海资规〔2020]2860号

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

一条规定和《海南省加快积压房地

产产权确认工作实施办法》的有关

规定，我局已将本溪市建工综合开

发公司海南公司用地批文为市土

字[1992]1540 号项下面积为的

186.37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确权给

韩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第十二条和《土地登记办

法》的有关规定，现决定注销用地

批文为市土字[1992]1540号项下

的面积为186.37平方米土地使用

权登记。特此通告。2020年3月

24日（此件主动公开，联系人：谭

女士，电话：68512605)

声明
我司从未授权陈忠和（4600******
*****416）与任何单位和个人办理
关于海南省定安县富民小区项目
任何费用的结算和债务的确认。
特此声明

华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3月26日

认婴公告
男婴，姓名不详，岀
生 约 2 个 月 ，于
2019 年 11月 29日
在海口市国兴大道

日月广场附近一树下被捡拾。婴
(儿)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请于公告
之日起60天内持有效证件前来认
领,逾期将被依法安置。联系电话
66268012。 海口市社会福利院

2020年0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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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8608908509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778696891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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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公告
项目名称：昌江县十月田镇好清村
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二。原投标人
资格要求中的资质要求：具备水利
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或以上
资质，现修改为：具备水利水电工
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或以上资质。
原计划工期为365日历天，现修改
为180日历天。招标文件获取时
间延长至2020年04月03日17：
30。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推迟
至2020年04月17日9:30。投标
文件递交地点为海南省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中心（海口市国兴大道9
号）205开标室。招标文件其他内
容不变，请各投标人登陆http://
zw.hainan.gov.cn/ggzy/重 新 下
载招标文件。

声明
原海南亿缘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陈茂群现变更为程玲，2020
年1月19日前对外担保问题的债
权债务均由原法人和股东承担，与
变更后公司法人、股东无任何关
系。特此声明。

海南亿缘贸易有限公司

▲冯利华不慎遗失江南乐居A4栋

1009房合同原件1本，合同编号：

FA·LD0000500；乐东福安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房款收据1

张，票据号 LD：0000846，金额

445080元整；交房收款流程表收

款交接单1张，票据号：0010489，

金额450元整。特此声明作废。

▲庄大庆遗失绿地集团海口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海南绿地海德公

馆房款收据贰张，收据编号：

0003737，金额：10000元，收据编

号：0003965，金额：196701元，特

此声明作废。

▲海南润森科技研发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农业银行东方市支行营业

部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6410030312002，账 号 ：

21641001040019963，声明作废。

▲海南简厨厨具设备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声明作废。

▲临高县新盈亲亲宝贝母婴用品

专卖店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31336501，现声明作废。

▲海南聚天人力劳务服务有限公

司合同专用章一枚，因日久损坏，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源佳水产品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60000798704575W，公
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林平不慎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证，许可证号：469005003120，
现声明作废。
▲琼海市嘉积镇不偏村民委员会
第九村民小组遗失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6410024075701，特此声明
作废。
▲澄迈华盛混凝土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口美兰品海港食商行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
460108600352196，声明作废。
▲海口琼山真大碗餐饮店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本、副 本 ，注 册 号 ：
460107600225809，声明作废。
▲海南文昌恒宝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文昌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
营业部开户许可证副本，核准号：
J6410013855701，声明作废。
▲临高临城顺通工程经营部公章
不慎遗失，现声明作废。
▲澄迈金江兴渝家私商城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股东会会议通知
海南阳光君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海南省六连林场：根据海南城
投阳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章程第
十三条之规定，拟召开临时股东会
议，讨论公司股东权利等议题。时
间：2020年 4月 13日上午9:00，
地点：海口市琼山区兴丹路3号弘
毅楼三楼会议室。特此通知
城建中投（海南）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2020年3月28日

告知函
王安琪女士：由我司为您施工的位
于海口市龙华区观澜湖观邸二期花
园3楼101房的家居装饰工程（以
下简称家居工程），已于2019年9
月1日完工，经自检合格。并已向
您送达工程结算通知。鉴于该家居
工程已经完工并合格，我司即日起
不再进入该家居工程的现场进行任
何施工或作业。请您做好该家居工
程内的一切装饰、添附物和水电气
及器物的安全防护措施，保证该家
居工程的一切安全和正常。即日
起，该家居工程所引发或造成的财
产或人身损害导致的法律责任，与
我司无关。特此函告

海南精雕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3月28日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关于申请执行人海南华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海南永

基畜牧股份有限公司、魏海洲、梁香蝶、严亚四、叶荣二、冯帆、张琪追
偿权纠纷一案。在仲裁阶段，申请执行人向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财产保全，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琼0107财保34号
民事裁定书，查封被执行人冯帆名下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红城湖路193
号国托综合大厦B座B1501房(不动产权证号:HK093540)和位于海
口市大同路34号海口电业公司宿舍9-204房(不动产权证号:90969)
的房产。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处
置上述财产，如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0
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
将依法处置上述财产。特此公告。

二O二O年二月二十七日

(2019)琼01执1063号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海口市江东新
区城乡融合&乡村振兴专项规划》公示启事
为了贯彻“4.13”重要讲话精神，落实海南自贸区、海南自贸港的战

略部署，结合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和市江东办的工作要求，加快推进
海口江东新区城乡融合&乡村振兴建设步伐，我局组织编制了《海口江
东新区城乡融合&乡村振兴专项规划》，目前已形成阶段成果。为广泛
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
30天（2020年3月28日至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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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至：hksghjczc@163.com；
（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规划局城乡更新规划科，地址：海口市长滨
路市政府办公区15号楼南楼2049房，邮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应
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联系人：孙发毅、陈
益飞；咨询电话：68724367、68724385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3月28日

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关于东站国
际商业广场项目1#楼分期规划核实公示

我司建设的东站国际商业广场项目1#楼已完工，达到规划核实
条件。根据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要求拟对本项目1#楼规划核
实。为了广泛征求公众和相关权益人的意见和建议，现将分期规划
核实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10天（2020年3月28日至2020
年4月6日）。2、公示地点：东站国际商业广场1#楼。3、公示意见反
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357797368@qq.com；（2）书面意见
请邮寄到：海口市秀英区海盛路39号蓝城大厦 邮编：570000；（3）意
见和建议请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
电话：13617525558 联系人：叶翰霖

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20 年3月28日

公 告
根据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清退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工作的通知》（琼人社发〔2020〕49号）

要求，我支队正在开展我市历年存储的农民工工资保证

金清退工作，请已完工项目且未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或

发生拖欠后已及时解决的企业，于2020年4月24日前提

交工程项目竣工验收资料和退款申请等相关材料到我支

队申请退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联系人：张女士 ；电话：

23333226，23320779）。

儋州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

2020年3月27日

新华社日内瓦3月27日电 世界卫生
组织官网27日发布的信息显示，新冠肺
炎疫情已影响到全球200个国家和地区。

世卫组织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
间26日22时06分（北京时间27日5时
06分），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465915
例，死亡病例21031例。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26
日通过视频参加二十国集团领
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时
说，对待当前疫情要有不屈不挠
的战斗精神，只有遏制病毒传播
才能拯救生命和维持社会经济
正常运转。

疫情已影响
全球200个国家和地区

世卫组织

？？

➡世界卫生
组织总干事谭德
塞。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