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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纽约 5 月 21 日电 美
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21 日发
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
示，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

500万例。
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

21日零时32分（北京时间21日12
时 32分），全球累计确诊新冠病例

5000038例，累计死亡328172例。
数据显示，目前，美国是全球

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累计确诊病
例 1551853 例 ，累 计 死 亡 病 例

93439 例。累计确诊病例超过 20
万例的国家有俄罗斯、巴西、英
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此外，法国、
德国和土耳其的累计确诊病例均

超过15万例。
这些数据来自约翰斯·霍普金

斯大学新冠病毒研究项目实时汇
总的各个国家和地区数据。

关注全球抗疫

广告·热线：66810888

为充分利用已收储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经报海口市政府
批复同意，拟将西海岸新区南片区G1406规划地块、滨江新城片
区QS0334004-2规划地块用地规划条件纳入片区控规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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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个工作日（5月22日至6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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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
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2047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详细规划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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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68724378，联系
人：符菁。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5月22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海口市西海岸新区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G1406规划地块、
《海口市滨江新城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QS0334004-2规划地块用地规划条件公示启事近期，人行三亚市中心支行对外公布了对所辖区内的17家

银行2019年度的综合评价结果，交行三亚分行荣获高评价，被评
为A级单位。

据悉，该次评价系人行三亚市中心支行综合考评各家银行在
金融稳定、综合管理、货币信贷等11项业务方面的一次综合评
估，考评内容涵盖了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情况、货币及信贷政
策执等91个评价内容共277个评分项。

“我经常能看到交行进行一些消费者权益、识别假币的宣传，
这样很好，客户在等待办理业务的时候还可以普及一些金融知
识。”在三亚迎宾大道支行办理业务的张先生说道。

在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方面，对外该行积极开展以保护消费
者权益为主题“金融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活动、“金融知识普及

月 金融知识进万家”的宣传活动，将金融知识宣传送入三亚各
大企业和高校。对内则重点抓网点服务工作，该行2019年全年
获得省交行月度服务明星50人次，季度服务明星17人次，年度
服务明星5人，接收到客户通过95559客服热线来电表扬工单
7笔。

在金融扶持小微企业的方面，该行成立了辖属分行普惠金融
事业部，通过调整业务及客户结构，逐步增加普惠客户占比，全力
给小微企业输送金融活力。

据悉，该行已在2018年、2019年连续两年获评金融机构A
级单位，2020年该行将继续严格执行金融法律法规规章，依法合
规经营，加强内部管理，创新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更好地履
行金融机构社会责任。

交行三亚分行获2019年度辖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综合评价A级单位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超 例

据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1日宣布，解除关西地区大阪府、京都府和兵库县三地的紧急状态，而包括东京都
在内的首都圈4个都县以及北海道继续维持紧急状态。 图为在日本大阪，行人戴口罩在街头行走。 新华社/共同社

日本解除大阪、京都、兵库三地紧急状态

韩国复课首日
2名学生确诊

韩国全国大约45万名高三学生20
日返校上课，但仁川市两名高三学生当
天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导致仁川66所
高中暂停返校上课。韩国政府表示，不
知疫情何时结束，仅靠远程教学无法做
好升学就业指导，高三复课势在必行。

根据韩国教育部统一部署，高三
学生20日返校上课，高二、初三、小学
一二年级、幼儿园27日线下复课，高
一、初二、小学三四年级6月3日复课，
初一、小学五六年级8日复课。

中央防疫对策本部20日统计数
据显示，当天新增32例新冠确诊病
例，2人为仁川市高三学生。上述2
名学生当天凌晨确诊感染，导致分
布仁川市5个区的66所高中在复课
首日暂停返校。

韩联社报道，这2名确诊学生先
前到过一家位于仁川市内某商业楼
的投币练歌房，而关联梨泰院夜店
病例培训机构讲师的朋友和学生本
月6日到过同一练歌房。

陆爱华（据新华社专特稿）

疫情期间出门打麻将
东京高检检察长请辞

日本法务大臣森雅子21日证实，
东京高等检察厅检察长黑川弘务请
辞，内阁将于22日接受黑川辞呈。

黑川被曝5月两次出门打麻将赌
钱，当时东京处于新冠疫情紧急状态。
黑川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政府关系密
切，今年1月获特批延迟退休，一度被
视为日本总检察长继任人选。

日本杂志《文春周刊》电子版20
日晚报道，黑川5月1日和13日前往
一名《产经新闻》记者位于东京的家
中，与另一名《产经新闻》记者和一名
《朝日新闻》记者4人打麻将赌钱。

东京是日本新冠疫情最严重地
区，4月7日进入紧急状态，迄今没
有解除。东京都政府建议民众疫情
期间保持社交距离，避免不必要外
出。黑川在紧急状态发布期间外出
聚众打麻将触发众怒，朝野党派议
员和司法界人士要求他辞职。

黑川现年63岁，去年1月就任
东京高检检察长。共同社援引森雅
子的话报道，黑川向法务省承认打
麻将赌钱，已提出辞职。

刘秀玲（新华社专特稿）

巴西卫生部20日发布的新冠疫
情数据显示，该国新增确诊病例
19951例，创单日新增新高，累计确
诊 291579 例；新增死亡病例 888
例，累计死亡18859例。

图为在巴西圣保罗市，一名女
子经过写有“一起对抗新冠病毒”字
样的电子广告牌。 新华社发

巴西新冠确诊病例
逼近30万例

东京奥组委首席执行官
反驳巴赫取消奥运会说法

据新华社东京5月21日电（记者王子江）东
京奥组委首席执行官武藤敏郎21日表示，关于明
年奥运会无法举行就会取消的说法，并非是东京
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之间的共识，他也不认为国
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会取消奥运会。

巴赫前一天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暗示，若
延期一年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在2021年仍无法举办，
那么可能被取消。其实，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上
个月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被问到同样问题，他曾明
确回答：“不会（再次延期），到那时会直接取消。”

武藤敏郎当天在线上记者会上说，东京奥组
委已经注意到了巴赫的说法，但还需要与他直接
对话来证实他的看法。不过武藤敏郎认为，巴赫
和森喜朗的说法并非是两个组织之间的“共识”。

朴槿惠案终审
检方建议量刑35年

韩国首尔高等法院20日对前总统朴槿惠亲
信干政案和国情院受贿案终审开庭，检方建议法
院判处朴槿惠有期徒刑35年。

韩联社报道，检方当天要求法庭对朴槿惠受
贿嫌疑判处有期徒刑25年，罚款300亿韩元（约
合2443万美元），追缴赃款2亿韩元（16.3万美
元）；对滥用职权、妨碍行使权力等其他嫌疑，要求
判处有期徒刑10年，追缴赃款33亿韩元（268.8
万美元）。此案定于7月10日宣判。

朴槿惠当天缺席庭审。她的辩护律师称，朴
槿惠自幼年起至出任总统期间，始终致力于为国
民谋福利，从未沾染腐败与获取私利。她否认所
有罪名，请求法庭作无罪宣判。

此前，朴槿惠在亲信干政案二审判决中被判
有期徒刑 25年、罚款 200亿韩元（1628.9 万美
元）。受贿案二审被判有期徒刑5年、罚款27亿
韩元（219.9万美元），以及涉嫌违反选举法被判2
年，总共合计有期徒刑32年。

韩国最高法院大法院分别于去年8月29日和
11月28日作出裁定，驳回二审判决，并将此案发
回首尔高等法院重新审理。大法院认为，朴槿惠在
干政案中涉及的受贿嫌疑与其他犯罪嫌疑应分开
审理，而在二审中认定无罪的国库损失嫌疑和贿赂
嫌疑应视为有罪。 陆爱华（新华社微特稿）

据《印度时报》21日报道，特强气旋风暴“安
攀”20日下午在印度东部西孟加拉邦沿海登陆
后，目前已造成至少77人死亡。图为在印度西孟
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一名男子在风暴后经过倒
塌的围墙。 新华社/路透

气旋风暴“安攀”
已在印度造成至少77人死亡

新华社联合国5月20日电（记
者王建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日
发布报告说，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
人类发展今年可能出现自1990年
提出人类发展这一概念以来的首次
减缓。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当天公布
《新冠疫情与人类发展：评估危机与
展望复苏》报告说，疫情发生后，大

多数国家，无论贫富，都感受到了在
人类发展基本领域中出现的衰退。

自1990年以来，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每年都发布全球人类发展报告，报
告中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对健康、教
育和收入方面进行综合度量。

报告说，新冠疫情已导致全球
30多万人死亡，预计今年全球人均
收入将下降4%。随着学校停课，考

虑到无法通过线上课程受教育的儿
童，在人类发展指数低的国家，86%
的小学生实际处于失学状态，而在
人类发展指数高的国家，这一比例
为20%。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
告办公室主任佩德罗·孔塞桑说，这
场危机表明，如果我们不能将公平
纳入政策工具中，许多国家将更加

落后。在这场危机中，包括互联网
接入在内的“新必需品”显得尤为重
要，它能够帮助人们从远程教育、远
程医疗和远程办公中受益。

报告提出了保护卫生系统和服
务、加强社会保障、保护中小企业和
非正规部门的工人等应对当前危机
的优先步骤，并呼吁国际社会为此
加快对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投资。

联合国报告：

全球人类发展可能出现30年来首次减缓

截至5月20日，全美50州和首
都华盛顿都不同程度地重新开放经
济活动，但新冠疫情依然严峻，死亡
人数继续攀升，美国民众的紧张情
绪并未消散。而对许多亚裔美国人
来说，则另有一重担忧，那就是在一
些美国政客的煽动下，针对亚裔的
种族歧视和仇恨犯罪可能继续增
加，从而加剧美国的社会分裂。

疫情种族主义至少给亚裔美国

人带来三重伤害。一是疫情本身给

亚裔美国人造成的健康风险和生命损

失；二是亚裔在生活和经济状况方面

深受打击，如在疫情最严重的纽约州，

亚裔失业人数增幅远远高于其他族

裔；第三也是最为突出的，是与疫情相

关的种族歧视与仇恨犯罪显著增多。

疫情暴发以来，从美国东西海
岸到内陆地区，都发生过亚裔和亚
洲国家留学生在公共场所遭遇口头
骚扰乃至踢打推搡等人身攻击事

件。亚裔在公共场所遭遇刻意躲避
和恶言恶语等事件也不时见诸社交
媒体。今年4月进行的一项全美民
调显示，疫情暴发后，六成亚裔美国
人曾目睹针对亚裔的威胁或骚扰。

亚裔人口仅占美国人口6%，但
亚裔医生和护理人员却分别占美国
医生总数的18%、护理人员总数的
10%。成千上万亚裔医护人员辛勤
工作在抗疫第一线，但这未能使他
们免于种族主义伤害。甚至有一些
新冠患者拒绝接受亚裔医生治疗，
并对他们使用种族歧视语言。

不少美国媒体及专家指出，正
是一些美国政要和极右翼人员甩锅
中国的做法，助长了对所有亚裔美国
人的种族歧视，比如美国政府一些官
员公开将新冠病毒称作“中国病
毒”。据旧金山州立大学“停止仇恨
亚裔”网站统计，从3月19日起的6
周里，这一网站收到来自美国各地逾
1700份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报告。

2020年是美国大选年，已有不
少分析人士表示担心，美国某些政

客为分散选民对政府应对疫情混乱
的注意力，将攻击中国作为其策略
的一个重点。这种行为不仅伤害中
美关系，也伤害所有亚裔美国人。

“亚裔美国人和华人不是第一
次被当成替罪羊。”纽约亨特学院亚
裔美国人研究中心主任维维安·路
易认为，新冠疫情中暴露的反亚裔
种族主义，是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
种族和经济不平等现象之一。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但在流行
病期间或危机时刻，把移民当成替罪
羊，煽动仇外、排外言论，在美国历史
上早有先例。19世纪50年代，德国
和爱尔兰移民曾因黄热病横遭指责；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俄国犹太人
和墨西哥人先后因斑疹伤寒遭遇歧
视；20世纪80年代，海地移民因当时
被视为洪水猛兽的艾滋病病毒受到
污名化。克利夫兰州立大学教授斯
泰西·利塔姆指出，在美国，把亚洲文
明视为西方文明威胁的“黄祸”论并
未消亡，社会上长期存在对亚裔的刻
板印象和种族偏见，而这些种族主义

思维在新冠疫情中有所加重。
总体而言，美国亚裔因疫情遭

遇的种族歧视事件迄今为止是零散
的，未形成规模或者“浪潮”。与此
同时，反对针对亚裔的疫情种族主
义的行动也在进行。在纽约等城
市，地方当局召开市政厅会议、开通
热线电话或发布公告，要求民众报告
种族仇恨言论和仇恨犯罪线索。在
全美各地，众多华人及亚裔团体也在
积极行动，热心向社区医院、老年公
寓及警察和消防部门捐赠口罩等防
护用品，而且打破以往的政治沉默，
用自己的声音与种族歧视抗争。

人类历史上，已有太多教训表
明，任何种族歧视在道义上都是站不
住脚的。而越是危机时刻，种族歧视
及各种排外、仇外言论的杀伤力可能
越大。如一位美国亚裔医护人员在
网络留言中所说：抗击新冠疫情，是
为所有生命进行的抗争。在这样的
时刻，需要人类团结一心、彼此善待。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20日电
记者徐剑梅 孙丁 邓仙来）

记者观察

借疫情煽动种族主义加剧美国社会分裂

日本律师等600余人
检举安倍违反公选法

新华社东京5月21日电（记者姜俏梅）日本
律师、学者等662人21日以涉嫌违反《公职选举
法》（简称公选法）和《政治资金规正法》为由，向东
京地方检察院提交针对首相安倍晋三及后援会干
部等3人的检举书。

2018年4月，安倍主办的“赏樱会”前夜晚餐
会在东京新大谷饭店举行，安倍支持者等约800
人参加，向每人收取餐费5000日元（1元人民币
约合15.17日元）。

检举书指出，据推断该饭店人均餐饮费至少
1.1万日元，但安倍与后援会干部合谋仅向每人收
取5000日元，人均约有6000日元差额，这涉嫌违
反公选法。此外，晚餐会收支也没有写入后援会政
治资金收支报告中，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

检举书称，后援会向选民提供餐饮费累计
480万日元，推测安倍此举意在让支持者在不觉
得有经济负担的情况下享受“赏樱会”和“前夜
祭”，以巩固其民意支持基础。

律师团体当天发表声明指出，安倍未履行解
释责任，而是以人数优势阻挠查明真相和追究责
任，为打破这一局面，检方必须进行彻底调查。

安倍此前在国会回答在野党有关餐费过低问
题时解释为餐费由酒店设定，他否认填补差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