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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市福田卫生院遗失海南省

农村信用社琼海市联社潭门信用

社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Z6410000695501, 特 此 声 明 作

废。

▲三亚海棠湾鑫农佳饭店遗失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证 号 ：

JY24602001574817，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典 当

通知
中新粮油储运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4603001600071）因终

止经营将解散公司，现通知全体股

东于2020年 5月 14日召开会议

商讨公司注销事宜。 地址：北京

市复兴门内大街45号

中新粮油储运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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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儋州市雅星镇乐贺村委会乐贺

下村民小姐遗失儋州市八一农村

信用合作社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13583501，

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茶香奶屋冷饮吧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许可证

编号：JY24601061816797，声明

作废。

▲海口龙华茶香奶屋冷饮吧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一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460000MA5TAK8P7T，

声明作废。

▲本人谢俐哪不慎遗失华侨城曦

海岸项目11号楼602商品房的购

房定金收据，收据金额：20000元

整，定金收据编号：0000357，声明

作废。

▲洋浦三拓海运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李小克不慎遗失海南省人民医

院门诊收费票据壹张，票据号:

150016794314， 门 诊 号:

270108898，实收金额:885.75元，

现声明作废。

广告·热线：66810888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0年4月21

日、4月24日（00:00－06:00）对VOLTE(高清语音)系统

进行优化。届时，VOLTE(高清语音)手机用户通信业务

使用将受短时影响,如果发现不能拨打电话，请关机重新

关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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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十年四月十九日

关注全球抗疫

空间站宇航员落地后
感叹地球“不一样了”

国际空间站3名宇航员结束数月驻站任
务，17日返回地球。他们在太空期间，新冠疫
情蔓延，航天活动也受影响。一名宇航员落地
后感叹，地球“不一样了，但仍然很美”。

俄罗斯宇航员奥列格·斯克里波奇卡和美
国宇航员安德鲁·摩根、杰茜卡·迈尔当天降落
在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航天局和美国国家航空
航天中心破例没有直播返回舱打开降落伞着陆
过程。俄罗斯航天局说，这是由于新冠疫情引
发的“技术限制”。随后播放的画面显示，地面
接应人戴口罩和手套，把3名宇航员接出返回
舱。一名地面人员对另一人说：“请保持距离。”

据报道，俄罗斯载人航天系统总设计师、能
源火箭太空公司第一副总经理米克林14日确
诊感染新冠病毒，而他先前见过新驻站航天
员。俄罗斯国家航天公司17日说，米克林与航
天员交流期间没有直接接触，而是隔着玻璃墙
沟通。 惠晓霜（新华社微特稿）

非洲新冠病例超1.8万 经济衰退风险加大

联合国秘书长：减轻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

4月17日，工人们在加纳阿克拉的一个工厂制作口罩。 新华社/法新

白宫宣布分阶段“重启”美国经济，为疫情还是选情？

特朗普“火力”直指4名民主党州长
4月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了分阶段“重启”美国经济的指导方针，将何时取消

居家令等限制措施的决定权授予各州州长。指导方针显示，发布分阶段计划旨在降低新
冠疫情卷土重来的风险，保护弱势群体，具体实施将交由州长根据各州情况酌情处理。

特朗普17日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留言，显现对4名民主党籍州长应对新冠疫情表现
不满。多家媒体报道，对这名共和党籍总统而言，上述4州是他今年能否在竞选中连任
的“关键”州，美国“疫情危机”17日出现“政治上的急转弯”。

鼓动“解放”

由于不满应对疫情的居家令等
措施，美国一些民众走上街头呼吁

“解封”。特朗普17日在“推特”连发
3 条推文，分别用全大写字母写道

“解放密歇根！”“解放明尼苏达！”“解
放弗吉尼亚！”

路透社报道，上述3州是今年总
统选举的“摇摆州”，对特朗普寻求连
任而言“至关重要”。这3州的州长全
部是民主党人，密歇根州州长格蕾琴·
惠特默被普遍视为民主党总统竞选人
乔·拜登的潜在竞选搭档。

美国目前是全球确诊病例最多的
国家。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
布的新冠疫情汇总数据显示，截至美
国东部时间17日21时10分，美国累
计确诊病例升至700282例，累计死
亡36822例。

纽约州是美国疫情“震中”，确诊
病例超过22万例。民主党籍州长安
德鲁·科莫先前多次向联邦政府求援，
就纽约州是否缺少呼吸机等事宜与特
朗普互怼。

特朗普17日在推特点名科莫，要

求后者“多做事，少抱怨”。他写道，联
邦政府为纽约州搭建数千张病床，“你
们不需要也没用上”；给纽约州大量呼
吸机，“这些你们早该自己准备”。“到
现在为止，做这些事的人从来没有听
到感谢。你们的（疫情）数字不好看。”

特朗普16日宣布分阶段“重启”
美国经济的指导方针，同时说复工复
产的决定权在各州政府手中。一些分
析师说，特朗普承认各州有决定权，次
日却批评多个州疫情应对措施，言行

“自相矛盾”。

就由谁决定何时复工复课，特朗
普态度反复。他13日说总统“掌握所
有权力”，遭到包括科莫在内的多名州
长批评。特朗普14日回应批评时说，
他最喜欢的电影之一是《叛舰喋血
记》，“叛变者对船长要求非常多”。

特朗普17日在推特“点名”科莫
时，后者正召开每日例行疫情通报
会。科莫告诉媒体记者，联邦政府将
防疫责任推给各州，却没有提供必要
财政支持。

他再次提及大规模病毒检测能
力，强调那是保证安全复工复课的前

提，但大规模检测“太困难”“太复杂”，
纽约州无法在没有联邦政府支持的情
况下开展检测。

当记者问及特朗普最新发布的推
文时，科莫回应，特朗普“可能应该起
床、去做事”，而不是看电视。

密歇根州州长惠特默16日说，拟
5月1日起“重启”部分经济活动，但那
样做需要“非常谨慎”，以防当前得到
控制的疫情二次暴发。

她17日回应特朗普推文的时候
说，密歇根州将在“安全”的时候“重
启”经济，“我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这

里出现第二波（疫情）”。
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国内不

少民众担心过早复工复课可能带来风
险，但也有不少保守派选民说更担心

“重启”经济太慢。
就特朗普鼓动“解放”多州，华盛

顿州民主党籍州长杰伊·英斯利指认
他“煽动国内叛乱”。特朗普当天晚
些时候在记者会反驳英斯利的说法，
称民众上街反对居家令是“表达他们
的看法”，“我觉得他们很有责任感
……但他们一直以来所受对待有一
点粗暴”。 郑昊宁（新华社专特稿）

外籍劳工确诊病例激增

新加坡防疫面临新挑战
据新华社新加坡4月18日电（记者王丽

丽）曾被作为“佛系抗疫”典范的新加坡，近来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日渐严峻。外籍劳工（客
工）宿舍的聚集性感染频发，是目前新加坡疫情
防控面临的最大挑战。新加坡为此采取了一系
列针对性的防疫行动。

新加坡1月23日报告首例新冠确诊病例，
直到不久前，新加坡的疫情基本处于可控状
态。到4月1日，新加坡累计确诊病例为1000
例；累计治愈245例。

但此后，新加坡病例出现跳跃式增长。截
至18日中午的最新数据显示，新增病例942
例，累计已达5992例。

从3月23日起，新加坡禁止所有国家游客
入境，而持新加坡工作准证的外国人中，也只有
从事医疗或公共交通服务的人士才可以入境。
而从4月7日开始实施的病毒“阻断措施”规
定，提供非必要服务的企业停工，4月8日起所
有学生居家学习至5月4日。

单日新增病例近5000例

俄罗斯未来几周
将是“艰难时刻”

据新华社莫斯科4月18日电（记者鲁金博）
据俄罗斯防疫指挥部18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过去24小时俄新增新冠确诊病例4785例，
累计确诊36793例。单日增幅持续创新高。

数据显示，俄首都莫斯科过去24小时新增
病例2649例，累计确诊20754例；全俄新增死
亡病例40例，累计死亡313例；新增治愈467
例，累计治愈3057例。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8日说，莫斯科作为
俄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当前感染人数虽不断攀
升，但并没有呈几何式增长，首都的医疗条件基
本能够应付。

据俄传染病专家预测，俄罗斯可能会在今
年6月至7月间迎来疫情高峰。他们预计未来
几周内俄罗斯将迎来“艰难时刻”。

660名舰员检测结果呈阳性

“罗斯福”号部分舰员
将作病毒抗体检测

美国海军17日说，将对“西奥
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部分人员
做新冠病毒抗体检测，以确认他们
是否接触过病毒。

海军先前对航母舰员所作新冠
病毒检测显示，多数检测结果呈阳
性的人迄今没有出现任何症状，因
而不清楚多少人在自己没有意识到
的情况下感染病毒甚至自愈。

海军军医部门军官布鲁斯·吉
林厄姆17日告诉媒体记者，海军将
采用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血清测
试法，从“罗斯福”号航母招募大约
1000名志愿者，下周开始测试抗体。

“罗斯福”号航母大约4800名
舰员中，94%的人已经接受病毒检
测。截至17日，大约660名舰员检
测结果呈阳性，其中大约六成没有
任何症状。郑昊宁（新华社微特稿）

美农业部推190亿美元
援助计划应对疫情

据新华社华盛顿4月17日电
（记者许缘 高攀）美国农业部17日
宣布推出一项总额190亿美元的

“新冠疫情下食品援助计划”，向受
疫情影响的农民、农场主和农产品
分销商提供帮助，保障食品供应链
安全和稳定。

美国农业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该
计划分两部分，其中160亿美元用于
向受损农民直接发放补贴，30亿美
元用于向受损农产品分销商采购奶
制品、肉制品等农产品。不过，声明
未公布援助计划的具体实施细节。

疫情在美暴发以来，美国食品
供应链被严重扰乱。餐厅、酒馆等
关门导致农产品价格暴跌，农民和
农场主经济利益严重受损，不少地
区农产品分销商也蒙受损失。

遭遇“反叛”

新华社联合国4月17日电（记
者王建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17日表示，国际社会应通过暂停偿
债、债务互换等措施帮助包括非洲
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减轻债务负
担，避免因债务违约引发金融和经
济危机。

古特雷斯当天在由世界银行、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非洲联盟共同举
办的高级别视频会议上说，新冠疫情
不只是健康危机，更是一场人类危
机；疫情不只是病毒大流行，也带来
失业和人道主义危机大流行。他呼
吁国际社会采取积极措施，防止疫情
扩散造成严重发展问题。

关于疫情可能对非洲造成的负
面影响，古特雷斯说，在疫情暴发前，
非洲许多家庭和企业已面临资金短
缺等压力，现在则要面对发展和健康
两大危机，“数百万非洲人将陷入贫
困，数百万工作岗位将不复存在”。

古特雷斯说，2011年非洲国家
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例为
39.5%，到2019年已上升至61.3%。
因此，减轻非洲国家“沉重债务负担”
至关重要。他对二十国集团同意暂
缓对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的举措表
示欢迎，同时呼吁进一步采取措施。

古特雷斯建议，对所有无法在
金融市场融资、无力偿还债务的发
展中国家，实施全面暂停偿债；通过
债务互换等方式实现债务可持续
性；解决国际债务体系结构性问题，
防止债务违约引发长期金融和经济
危机。

古特雷斯表示，面对新冠疫情这

一前所未有的挑战，国际社会能否与
非洲一起动员起来，将是对全球团结
最为重要的考验。

据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4月17
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非洲地区记者报
道：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7日发
布的数据显示，非洲累计确诊新冠病
例18333例，累计死亡962例。联合
国当天发布报告称，受疫情影响，非
洲经济增速将降至1.8%。

数据显示，17日非洲地区病例增
加较多的国家是南非和吉布提，单日
分别新增确诊病例178例和141例。
而累计确诊病例较多的国家包括南
非、埃及、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确诊
病例均超2000例。截至当地时间17
日晚，尼日利亚新增确诊病例51例，
创该国单日确诊新高，累计确诊病例
数达493例，死亡17例。目前非洲仅
剩科摩罗和莱索托两国尚未报告确

诊病例。
17日，尼日利亚总统府证实，早

前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总统办公厅
主任马拉姆·基亚里于17日去世。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17日发
布报告说，受新冠疫情影响，预计非
洲经济增长率“在最好情况下”将由
3.2%至少降至1.8%，迫使约2700万
人陷入极端贫困。同时，可能将有超
过30万非洲人因疫情丧生。

报告说，非洲目前需要1000亿
美元来应对疫情带来的卫生与社会
问题，此外还需1000亿美元用于紧
急经济刺激和为私营经济提供额外
流动性等方面。

尼日利亚医学研究所所长巴巴
通德·萨拉科16日就美国决定暂停
向世卫组织缴纳会费对媒体说，美
国此举将严重冲击当前全球携手抗
击疫情的努力，而对于非洲国家及
其他依赖世卫组织支持的国家和地
区来说，后果可能更为严重。他说，
世卫组织处于疾病控制的前线，一
直在向抗击新冠疫情的国家提供技
术和资金支持，这些支持对于医疗
设施落后、经费捉襟见肘的非洲国
家至关重要。

自新冠疫情在非洲暴发以来，中
国政府和民间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向
非洲国家提供帮助。

中国援助尼日利亚的第二批医
疗物资16日抵达尼首都阿布贾。中
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
李元在机场同尼日利亚财政、预算和
国家计划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雅库
布出席了交接仪式。

中国援助科特迪瓦抗疫物资交
接仪式17日在科经济首都阿比让举
行。中国驻科特迪瓦大使万黎和科
特迪瓦健康与公共卫生部长阿韦勒·
欧仁·阿卡出席了交接仪式。

中国紧急援助马里的物资17日
抵达马里首都巴马科。马里卫生和
社会事务部长西迪贝在交接仪式上
代表马里政府和人民感谢中国政府
的援助。

法国“戴高乐”号航母上
逾千人感染新冠病毒

据新华社巴黎4月17日电（记者徐永春
陈晨）法国国防部长弗洛朗丝·帕利17日表示，

“夏尔·戴高乐”号核动力航空母舰上超过1000
名官兵感染新冠病毒，其中24名患者入院接受
治疗。

帕利17日出席法国国民议会听证会时说，
截至当天，“戴高乐”号航母上已有1081人新冠
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其中545人出现症状，24
名患者入院接受治疗。

帕利说，该航母曾于2月21日至26日在塞
浦路斯利马索尔停靠，之后于3月13日至16日
在法国西北部港口城市布雷斯特停留。目前，
有关部门正在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以查清航母
上的新冠病毒传染源。

“戴高乐”号航母近期发现有人出现感染症
状后提前返航，军方于4月8日派出一支医疗
队登舰进行病毒检测，发现舰上50人感染。航
母于11日抵达法国土伦港。

特朗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