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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遗失声明
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土地局

遗失海南省财政非税票据(普通电

脑票)23 份,号码: 0424253993、

0424254048 至 0424254259，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中立恒鑫实业有限公司遗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代 码 ：

9146010056244579X6，公章，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东方联丰工贸有限公司遗失税务

登 记 证 副 本 ， 税 号

460007082549303，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副本，代码08254930-3，

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典 当
▲万宁市人民检察院不慎遗失座
落在万宁市万城镇万隆新城华侨
街北侧，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土地
证 号 为 万 国 用 （1999） 第
0100056。特此声明
▲海口美兰好儿廊亲子生活馆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1-1，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
92460108MA5REMQN0J，声明
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白石村
民委员会不慎遗失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陵水支行营业部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08384902，
账号：265004051212，特此声明作
废。
▲澄迈县金江镇大催村民委员会
崩岸村民小组组长唐昌汉印鉴丢
失，声明作废。
▲ 张 文 （ 身 份 证 ：
460102198408141254）遗失海口
市镇海村片区-滨涯村旧城改造
（一期）工程项目征收补偿安置协
议，现场编号：E26，档案编号：5-
465，特此声明。
▲宁福华遗失二级建造师注册证
书，注册编号：琼246151608333，
证书编号：0222779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广东盛弘工程有限公司海南分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RC23F34）拟向海
南省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见报日
起 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
宜。

减资公告
海南金润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91460000693169780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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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万

元减少至人民币100万元，原债权

债务不变，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

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联系人：高国栋 13379925688

减资公告
海南力诺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9027MA5T7KR82U）股 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

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壹

亿圆整减少至人民币叁仟伍佰万

圆整，原债权债务不变，请债权人

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

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

求 ，特此公告。联系人：惠晓丹

18889806920 海南力诺健康科

技有限公司 2020年5月9日

认婴公告
女婴，姓名不详，出
生约1天，于2019
年 08月 24日在海
口市美兰区和平桥

下面被捡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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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70809

海口市民政局
2020年05月09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征询异议公告
(2020)琼01执90号

本院依据(2020)琼01执90号执行
裁定书，于2019年3月24日查封
被执行人陈经建、刘玉芳名下位于
海口市府城镇凤翔路裕通花园C
幢203号(证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
字第HK072225 号)，查封期限为
三年。如案外人对上述财产权属
有异议，或者案件当事人、利害关
系人对执行行为有异议，应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
交执行异议及相应证据材料。逾
期本院将对上述财产依法处置。
特此公告
联系人:袁法官，0898-66756991

二0二0年五月七日

减资公告
经海南德勤贸易有限公司（信用代
码：91469002MA5T4E9H9D）股
东会决议，决定将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400万
元，请债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到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联系人：李晓强13573686006，特
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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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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292037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3876071190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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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浦敬业物流有限公司遗失琼
E6761挂《道路运输证》正、副本，
证号:462000062486，声明作废。
▲本号镇田心村民委员会遗失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行营
业 部 开 户 许 可 证 ，账 号 ：
267504051232， 核 准 号 ：
J6410008389705，声明作废。
▲万宁万城万鑫数码通讯店不慎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张晓旭遗失律师证，证号为：
14690201811027880，特此声明。
▲澄迈勇翔驾驶培训有限公司遗
失琼C3550学教练车营运证副本，
运输证号469023060749，现特此
声明作废。
▲澄迈勇翔驾驶培训有限公司遗
失琼 C5A28 学教练车营运证副
本，运输证号：469023060604，现
特此声明作废。
▲ 杜 秀 宇 （ 身 份 证 号 ：
460026790117002）遗失坐落于
海口市坡博路10号复式公寓562
房的不动产权证，不动产权证号：
海 口 市 房 权 证 海 房 字 第
HK006576，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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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防水堵漏免砸砖堵漏
海南省建筑防水保温协会麦工

服务热线：13807600891

▲陈加位遗失坐落于抱罗镇凤尾
圩 的 国 有 土 地 使 用 证, 证 号:
W1800429（2003）,特此声明。
▲潘正言遗失集体土地使用证,证
号:文集用（2010）第 032475 号,
特此声明。
▲保亭响水仙斛林生态农业农民
专业合作社不慎遗失机构信用代
码 证 ， 代 码 ：
G9946902919513981B，声 明 作
废。
▲海南光地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法人私章（刘建发）一枚，声
明作废。
▲陈应年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码：460300197012070318，特此
声明。
▲海南琼龙药业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专用章，现声明作废。
▲李乾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07199606170030，特此
声明。
▲胡亚龙律师遗失海南省司法厅
颁发的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为：
14601201510898082，流水号为：
10860031，声明作废。

■ 人民日报评论员

重症患者的救治，体现抗疫成效，事
关抗疫信心。不久前，武汉一名新冠肺
炎重症患者的抢救视频刷爆网络，“一
定要让他活！”医护人员握拳鼓劲的一
句话，戳中中国人的泪点。用了 25 天
ECMO、上了 50 天呼吸机，四省医护人
员接力救治两个多月，这名患者转危为
安。为了尽可能挽救湖北和武汉重症
患者生命，中国定点安排国家级专家、
高水平医院，集中救治，“一人一策”。
武汉确诊的 2500 多名 80 岁以上高龄患
者中，救治成功率接近 70%，年纪最长
者为108岁。

一切以挽救生命为重。疫情突袭，
习近平总书记从一开始就强调要“始终
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
一位”，要求“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
最重要的工作来抓”。短短两三个月时
间，绝大多数省份实现确诊病例和新增

病例“双清零”，7万多名患者治愈出院，
迅速扭转了疫情快速蔓延的严峻局面，
以较高的治愈率和较低的病亡率创造了
抗击重大传染病的“中国奇迹”。不放弃
任何一个生命，有一线希望就付出百分
之百的努力，这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
念的生动写照。

一切为挽救生命让路。为了尽快阻
断疫情传播，党中央果断作出关闭离汉
离鄂通道的决策，即使付出城市停摆、经
济下滑的代价，也在所不惜！生命重于
泰山，340多支医疗队、超过4.2万名医护
人员驰援湖北，中国最顶尖的10个院士

团队奋战一线，全国近十分之一的重症
医学骨干接力上阵……举全国之力、集
优势兵力，尽锐出战，昼夜不息。正是凭
借着世所罕见的防控力度和救治速度，
中国兑现了生命至上的诺言，彰显了生
命无价的情怀。

挽救生命，中国不计成本。1 月 22
日，中国政府即宣布，新冠肺炎患者和
疑似患者的治疗费用无需个人承担。
国家财政紧急下拨疫情防控补助资金，
各地纷纷加大疫情防控投入，呼吸机、
防护服、救护车等各类医疗物资全国调
运，粮油、蔬菜、水果等各类生活必需品

八方汇集。有两组数据最具说服力，一
组是武汉市新冠肺炎患者总体治愈率
达 94%。另一组是，据国家医保局披
露，确诊住院患者人均医疗费用达到
2.15 万元，重症患者人均治疗费用超过
15 万元，这些费用除部分由医保报销
外，其余均由国家财政补助。这其中，
一位70岁的患者接受治疗近3个月，两
度用上 ECMO，治疗费用近 140 万元。
英国学者、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
长罗思义说得好：“中国从一开始就深
刻理解什么是真正影响人们生活的人
权。在致命的大流行病中，最要紧的人

权不是刻板、肤浅的‘人权’概念，而是
要能活下去”。

挽救生命，中国伸出援手。疫情全
球蔓延，中国秉持人道主义精神，向世界
许多需要帮助的国家和地区伸出援手。
截至目前，中国政府已经或正在向 15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急需的医疗物
资援助，累计派出15批医疗队援助16个
国家，向世界卫生组织捐款 5000 万美
元，支持发展中国家疫情防控和卫生体
系建设……一批批珍贵物资、一次次视
频连线、一个个援外医疗专家组，尽己所
能，扶危济困，绽放出命运与共、大爱无

疆的人道主义光辉。
重大危机面前，对待生命的态度检

验着一个国家的道德良知和价值取向。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无论是面对汹涌
的洪水、惨烈的地震，还是肆虐的疫情，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把人民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这既源于
执政党高度的政治自觉，也是一代代共
产党人矢志不移的使命担当，始终坚守
的执政理念。

4 月 4 日，清明节，中国举行全国性
哀悼活动。一家外国驻华使馆在微博中
写道：“中国以国之名祭奠新冠肺炎遇难
者，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对个体尊严与生
命的尊重与敬畏，也读懂了14亿中国人
集体情感释放背后的团结与力量。”真诚
关怀每一个生者、衷心尊重每一个生命、
全力拯救每一个病患，中国抗击疫情闪
耀的人性光辉，在病毒肆虐的当下，唤起
了团结的愿望，传递着温暖的力量。

（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

“生命至上”彰显人性光辉
——携手全球抗疫 彰显中国担当③

◀上接A07版
◆5月6日，新加坡民调机构“黑箱

研究”发布报告，该机构与国际消费者调
查机构Toluna 对全球 23个经济体的
1.25万名民众进行了在线调查。该调查
通过4个关键指标（政治领导力、企业领
导力、社区和媒体），来评估各地民众对
各经济体政府抗疫措施的满意度。调查
结果显示，中国大陆的综合评分以85分
位列榜首，85%的中国大陆受访者相信
中国在危机过后将变得更强大。

谎言15：中国驱逐美国记者以隐藏
疫情。

事实真相：中方措施是对美方长期打
压中方驻美媒体机构、特别是近期驱逐
60名中方记者的对等反制。中方本着公
开、透明、负责任态度及时发布信息。

◆美方对中国媒体驻美机构的政治
打压行为不断升级。2018年12月，美司
法部将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北美分
台登记为“外国代理人”。2020年2月
18日，美国务院宣布将新华社等5家中
国媒体驻美机构作为“外国使团”列管。

◆美方对中国记者入境签证采取歧
视性政策，仅允许中国驻美记者单次入
境。2018年以来有30余名中方记者遭
到美方无限期拖延甚至拒签。

◆2020年3月2日，美国务院宣布
自3月13日起，将削减作为“外国使团”
列管的5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40%的中
国籍员工，实际上变相驱逐了60名中国
驻美记者。

◆自疫情发生以来，中方秉持公开、
透明和负责任的态度，每天在网上向外
界公布疫情数据。外国驻华记者每个工
作日都可出席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国
务院新闻办、外交部组织的例行记者会，
就任何关心的与疫情相关的问题提问。
中国国家机关、地方省市、专家学者多次
接受媒体采访。大批外国驻华记者在武
汉采访，发表大量第一手报道，外界获取
中国有关疫情信息未受任何影响。

◆中方始终欢迎各国媒体和记者依
法依规在中国从事采访报道工作，并将
继续提供便利和协助。中方反对的是针
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反对的是借所
谓新闻自由炮制假新闻，反对的是违反
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

谎言16：中国控制世界卫生组织，
用金钱拉拢世卫组织。

事实真相：中国坚定支持多边主
义。长期以来，中国同世卫组织保持良
好沟通、合作，但中国从未操控世卫组
织。作为世卫组织最大资金来源国，美
国暂停向世卫组织供资，遭到国际社会

一致反对。
◆世卫组织是负责公共卫生安全的

联合国专门机构，现有194个会员国。
在世卫组织21人总部领导团队中，11位
来自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只有
1位中国成员。他们都是受过专业训练
或执业的医生、流行病学家、救援人员和
公共卫生专家。

◆2018年至2019年，中国在世卫
组织缴纳的会费金额排第三，次于美国
和日本。根据世卫组织官方信息，会员
费目前仅占该组织资金来源的不到四分
之一，剩下的资金来自自愿捐赠。如将
这两个资金来源综合来看，中国是第九
大出资国。如果将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
资助算进来，中国的排名更低。

谎言17：台湾早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就向世卫组织发出关于新冠肺炎人传
人的警告，但未获得重视。

事实真相：中国台湾地区并未向世卫
组织发出警告，而是在武汉卫健委发出疫
情通报后向世卫组织寻求更多信息。

◆武汉市2019年12月31日对外发
布不明原因肺炎疫情情况通报后，台卫
生部门向国家卫健委发函了解武汉卫健
委发布的信息，国家卫健委通过两岸医
药卫生合作协议联系窗口及时予以了书
面回复。同日，台卫生部门向世卫组织
发送所谓“预警”邮件。该邮件未提及

“人传人”，主要是向世卫组织了解情
况。事实很清楚，大陆方面首先公布信
息，台卫生部门再进行转述，不存在所谓
台湾首先向世卫组织报告的情况。

◆世卫组织多次澄清，中国台湾地
区没有向其“示警”，只是提出希望了解
更多信息。早在台湾发送邮件之前，世
卫组织就已收到多个其他方面提出的疫
情信息通报请求。4月20日，世卫组织
在新闻发布会上再次就此明确澄清。中
国台湾地区直到1月21日才确诊首例新
冠肺炎病例。在此之前，台湾方面不掌
握疫情的临床病例信息，更不可能所谓

“得出人传人的结论”。
谎言18：中国阻止台湾加入世卫组

织，危害台湾人的健康。
事实真相：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

无权参加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世卫
组织。中国台湾和世卫组织之间的技术
合作渠道始终畅通。

◆世卫组织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联
合国专门机构，只有联合国成员才有资

格加入，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无权加入。
◆中国加入《国际卫生条例》时声

明，《条例》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境，
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
和台湾省。

◆根据中国政府同世卫组织达成的
共识，中国台湾地区设立了世卫组织《国
际卫生条例》联络点，拥有登录世卫组织
事件信息网站的账号，可及时获取世卫
组织发布的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
息。中国台湾地区与世卫组织的技术合
作不存在障碍。从2019年初到2020年
5月初，16批24人次台湾地区专家参加
世卫组织举办的技术会议。

◆疫情发生后，中国国家卫健委及
时主动向台湾地区通报疫情信息。截至
5月6日，大陆方面向台湾方面通报疫情
信息148次。1月中旬，大陆方面安排台
湾专家到武汉实地考察，了解新冠病毒
肺炎确诊病人诊治和疫情处置情况。

谎言19：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病毒全
球大流行负责，要对中国展开调查，应起
诉中国，向中国追责索赔。

事实真相：要求中国为疫情负责、赔
偿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实质上是美国一
些政客出于国内政治甩锅推责的手段。

◆疫情是天灾，不是人祸。中国同其
他国家一样，都是受害者，不是加害者。

◆突发大规模流行疾病是世界公共
卫生事件，不存在所谓疫情首发国的“国
家责任”问题。上世纪80年代，艾滋病
首先在美国发现并蔓延至全世界，国际
社会从未要求美承担赔偿责任。

◆美国要求中国就疫情承担赔偿责
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根据国际法，国家
责任的产生，需责任国实施了违反国际法
的行为，且与受害国的损失存在因果关
系。中国的防疫抗疫行为没有违反任何
国际法，并且与美因疫情大规模暴发可能
遭受的损失之间也没有任何因果关系。
美国所谓对中国展开调查，是有罪推定。

◆中美之间没有关于公共卫生和突
发事件方面的双边条约或协定，因而不存
在任何涉及双边条约义务的违约情势。
尽管根据《国际卫生条例》的相关规定，缔
约国只负有向世卫组织通报疫情的义务，
中方还是及时并持续向美方作了通报。
美国最早获知中国的疫情信息，并一直获
得持续的更新信息。面对疫情，中国始终
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发布
信息并向世卫组织作出通报，采取了最全

面、最严格和最彻底的举措，认真履行了
《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职责和义务。

◆美国内所谓诉讼纯属恶意滥诉，
不仅毫无事实依据，也有违基本法理。
根据国际法上的主权平等原则，中国各
级政府在疫情防控方面所采取的主权行
为不受美国法院管辖。此类滥诉不利于
美国国内的疫情防控，也与当前国际抗
疫合作背道而驰。

◆5月4日，顶级学术期刊《自然》杂
志刊发了中英美多国科研团队的研究。
研究通过建模发现，中国使用的三大非药
物干预措施（城际旅行限制、早期识别和
隔离、接触限制和社会疏远），不仅遏制了
新冠疫情在中国的发展，也为全球赢得了
时间窗口。研究指出，如果不实施强有力
的非药物干预“组合拳”，则中国的新冠肺
炎病例或将增加67倍，超过700万人。

谎言20：中国囤积防护物资，利用
疫情牟取暴利，并且加大防疫物资出口
审查，限制物资出口，特别是呼吸机的出
口，导致美物资储备不足。

事实真相：尽管中国自身防疫任务
依然艰巨，但中方仍在力所能及范围为
其他国家提供抗疫医疗物资。

◆中国政府和民间已经或正在向15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多批急需的医
疗物资援助。中方还积极发挥产能优势，
及时开放医疗物资市场和出口渠道。

◆根据商务部统计，3月1日至5月
6日，中国通过市场化采购方式，已经向
194个国家和地区出口了防疫物资。其
中77个国家和地区政府、6个国际组织
通过官方渠道与我签署了216批次医疗
物资商业采购合同；71个国家和地区政
府、8个国际组织正与我企业开展128批
次商业采购洽谈。

◆据中国海关统计，3月1日至4月
30日，全国共验放出口主要防疫物资价
值712亿元。包括：口罩278亿只，防护
服1.3亿套，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
7341万人份，红外测温仪1257万件，呼
吸机4.91万台，病员监护仪12.4万台，护
目镜4363万副，外科手套8.54亿双。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3月1日至5
月5日，中国向美国提供逾66亿只口罩、
3.44亿双外科手套、4409万套防护服、
675万副护目镜、近7500台呼吸机。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5月6日，中
国地方省区市、有关机构以及企业已经
向美国30个州、55个城市捐助了超过

960万只口罩、50万盒检测试剂、30.59
万双医用及其他手套、13.35万副护目镜
等医疗物资。

◆中国没有限制医疗物资出口。中
方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防疫物资出口
质量监管的公告》等政策措施，不是为了
限制出口，而是进一步加强防疫物资质
量监管、规范出口秩序。

◆中国有创呼吸机产能有限，有些
零配件来自国外且供应不足，企业都在
按照市场化方式与进口方洽谈，中国政
府从未限制其出口。

谎言21：中国对外抗疫援助是“援
助政治”“政治宣传”。

事实真相：中国对外抗疫援助是对有
关国家支持中国抗疫的投桃报李，也是用
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中国广泛分享防控经验，对外提
供医疗防护物资，并积极派遣医疗队
伍。截至5月上旬，通过开设疫情防控
网上知识中心，公开7版诊疗方案、6版
防控方案。设立20亿元人民币抗疫合
作专项资金，同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
织召开120余场视频交流会议。向15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医疗物资援
助，向 19 个国家派出 21 支医疗专家
组。中欧成立联合专家组，中韩建立联
防联控合作机制。向世卫组织提供
5000万美元现汇捐助。积极响应G20

“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同意
暂缓77个有关发展中国家今年5月1日
至年底到期的债务本息偿付。国际社会
普遍赞赏中方支持帮助，认为中方行动
体现了患难与共、守望相助，进一步凸显
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

谎言22：中国干预美国大选，想方
设法阻止特朗普连任。

事实真相：中国历来坚持不干涉内
政原则，是美国某些政客将攻击中国作
为竞选策略。

◆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
策，始终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美
国大选是美国内部事务，中国没有兴趣
也从来没有进行干预。

◆美国《政治报》曝光共和党参议员
全国委员会给党内各阵营发送一份长达
57页的备忘录，鼓动共和党候选人通过
积极攻击中国来应对疫情危机。该备忘
录给出三大攻击路线：一是批评中国掩盖
疫情；二是指责民主党对手对华立场软
弱；三是强调自己会向中国追责。该备忘

录还表示将把中国作为2020年美大选的
中心议题。这表明，栽赃、攻击中国已经
成为共和党竞选的“全政府策略”。

谎言23：中方近期要求出口口罩、
检测试剂盒、呼吸机等物资企业向海关
报关时须提供声明，表明中方变相禁止
出口防疫用品。

事实真相：中方做法旨在加强质量
监管。

◆防疫产品生产和供应事关受疫情
影响国家和地区人民的生命安危，必须
严把质量关。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防疫物资质量
安全，相关部门加大联合整治力度，采取
了一系列加强出口防疫物资质量监管、
规范出口秩序的举措。中方依法严厉打
击假冒伪劣、失信违规行为，切实保障出
口防疫物资质量安全，更好支持全球疫
情防控。

◆相关措施实施以来效果明显，国
际社会予以积极评价。中方没有也不会
限制防疫物资出口。据了解，中国海关
已经采取了积极措施，在保证防疫物资
出口质量的前提下，加快通关速度，进一
步提高便利化水平。

谎言24：中国广东对非洲公民采取
“歧视性”做法。

事实真相：中方防控举措坚持中外一
视同仁，对歧视性言行采取零容忍态度。

◆中方克服困难向所有非洲在华人
员特别是留学生给予关爱和保障。非洲
在湖北和武汉的3000多名留学生除1人
感染并被很快治愈外，其他人都安然无恙。

◆截至4月13日，广州累计报告境
外输入外籍确诊病例26例，其中非洲籍
占19例。中方加强防控检测，对象包括
中国公民和所有外籍人士，不针对特定
国籍和种族，目的是维护卫生安全和人
民健康。对于在此过程中出现的个别交
流不畅和误解现象，有关部门同非洲有
关国家政府官员保持密切沟通，迅速妥
善处理。非洲国家驻穗领团团长4月18
日表示，广东省和广州市采取了多项举
措，保障非洲国家在粤侨民的合法权益。

◆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4月13日表
示，非洲国家和中国既是朋友，更是战友，
彼此命运紧密相连，中方决不会采取歧视
性的做法。部分非洲国家驻华使节表示，
非中友谊深厚，历经风雨考验。任何外部
势力都无法阻挡非中友好关系发展。

◆据BBC4月17日报道，此前在社
交媒体上盛传的一则肯尼亚夫妇因疫情
被歧视在武汉街头遭殴打的视频，事后
被证实拍摄于纽约街头。

(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

美国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涉华谎言与事实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