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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令
疫情告急！

从得州 看美国抗疫
美国新冠疫情剧烈反弹，确诊病例累计超过300万例、单日新增屡破5万例。地处南部、面积和人口在美国排第二的

得克萨斯州是新“重灾区”之一，疫情仿佛坐上过山车，医疗资源告急。
得州疫情从最初相对平稳到近期陡然恶化，也迫使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保持高度一致、卖力强推“重启”经济的

共和党州长终于实施全州“口罩强制令”。得州的疫情之变与抗疫之变，可谓美国抗疫的缩影。

病例翻番

在纽约等地新冠疫情逐步
趋稳之际，美国南部和西部多州
疫情近期明显反弹，单日新增确
诊病例连创新高。

得州疫情反弹始于5月末，
6月20日后趋势愈加明显，7月
7日至9日连续三天新增确诊病
例徘徊在1万例关口。

得州卫生部门数据显示，截
至7月9日，该州新冠确诊病例
超过23万例，比半个月前翻了
一倍多。同时大幅攀升的还有
核酸检测阳性率，以得州最大城
市休斯敦为例，这一指标从一个
月前的10%猛增到25%。

病患激增给得州医疗系统
带来巨大压力，医疗资源相对
发达的休斯敦地区医院也捉襟
见肘。

位于休斯敦的得州医学中
心是全球最大区域性医学中心，
内有超过60家医疗机构。这一
中心6月 25日发表声明称，中
心医院重症监护病床使用率已
达100%，其中新冠病毒感染者
约占三成。无奈之下，医院不
得不将一些重症病人移至儿童
医院重症病房；癌症专科医院
也开始接收感染新冠病毒的癌
症患者。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助
理部长布雷特·吉鲁瓦尔日前表
示，近期南部和西部各州疫情局
部暴发的一个原因是，35岁以下
群体未戴口罩聚集，或未保持社
交距离。

有专家指出，“重启”经济步伐过
快、防控措施不到位都是重要原因。

在特朗普“重启”经济、改善就业
的频频呼吁下，得州4月就推出重启
经济“分步走”计划。得州州长格雷
格·阿伯特无视专家警告，5月初和5
月中实施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计划。

6月中旬，当地疫情已出现明显
反弹，阿伯特依然同意游乐场、主题
公园等设施按计划开放。直到6月

末感染病例猛增，他才不得不叫停
“重启”计划，要求酒吧再度关闭。

抗疫策略上，州政府与县市级政
府矛盾日益凸显。阿伯特的逻辑是：
一些人口密度小的乡镇不应该和大
城市采取同样严格的防疫措施。但
市长们认为，州与市在控制疫情方式
上的意见分歧不仅导致各项命令难
以切实实施，还会让民众产生混乱，
并为一些人拒绝服从提供借口。

眼看感染人数不断攀升，各地方
行政长官纷纷出台区域性“口罩令”
等措施。

在得州每日新增病例连创新高
后，阿伯特似乎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
重性，本月2日颁布全州范围内的

“口罩令”，强制所有人在公共场所遮
掩口鼻，违者罚款250美元。阿伯特
本人也开始在接受电视采访、举行新
闻发布会等公开场合戴口罩。

不过，包括奥斯汀、休斯敦在内，
一些市长们认为迟来的“口罩令”已
不够力度，致信阿伯特希望重启“居
家令”、关闭商业场所，却换来州长一
顿“无所作为”的指责。

阿伯特日前接受当地电视台采
访时批评，自己要求关闭酒吧的命令
并未得到地方政府切实执行，酒吧内

摩肩接踵的照片仍频现网络。
共和党州长与民主党市长的分

歧早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显现，疫情
进一步激化这一矛盾。

得州是传统上倾向于支持共和
党的“红州”。和一些传统“红州”相
似，当地逐渐出现大城市民主党支持
者占多、乡镇居民更倾向于共和党的

分化。近年来，党派分歧对当地社会
的撕裂愈发明显。

“这是大城市与非大城市之间两
极化的又一个体现，从更深层次原因
来看折射出人口与经济状况的巨大
差异。”休斯敦大学政治系教授理查
德·默里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

高路（新华社专特稿）

陷入“失控”BA

两级之争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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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尊敬的电信电视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0年7月15

日00:00—06：00对华为ITV平台设备进行升级优化。

优化期间，对部分客户观看电信电视有短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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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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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土地所有证遗失声明
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母爸村委
会九个经济合作社遗失以下《集体
土地所有证》，证号：陵集有（英）字
第00004C1号 、第00043号、第
00045 号、第00046号、第 00047

●海南双豪出租汽车有限公司遗

失琼C5A462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正副本，证号：469023001643，

声明作废。

号、第00049号、第 00050号、第
00051号、第00052号、第 00053
号、第 00059号、第00061号、第
00062 号 、第 00062C1 号 、 第
00628号、第00681号，现声明该批
《集体土地所有证》作废。 陵水
黎族自治县英州镇母爸村委会生
六、万福、乙堆、陆田一、陆田二、母
爸一、母爸二、母爸三、母爸四经济
合作社。 2020年6月10日

典 当

遗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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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贴瓷砖水电防水涂料13078980837

房屋装修铺面招租

临街商铺出租
金濂路正业广场，467m2，商铺办
公出租。电话：156 0755 0859

海南防水保温协会麦工13807600891

防水治漏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厂房出租

●海南富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7日前原公章一枚不

慎遗失，现声明作废。

●李树雄遗失船名琼万宁10679

渔业船舶国籍登记证，号码:琼万

宁0610679号，现声明作废。

●姚生矛不慎遗失人民警察证，证

号为：040031，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金海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行政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儋州市那大七色花幼儿园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益新村民

委员会大甲岭村民小组不慎遗失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06442402，声明作废。

关注全球抗疫

新华社日内瓦7月10日电 世界卫生
组织10日公布的疫情数据显示，全球累计
新冠确诊病例已突破1200万例，全球单日
新增确诊病例超过22.8万例，再创新高。
数据显示，这是7月1日以来全球单日新增
病例第5次超过20万例。

世卫组织每日疫情报告显示，截至欧洲
中部时间10日10时（北京时间16时），全
球范围内新冠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
228102例，达到12102328例；死亡病例较
前一日增加5565例，达到551046例。

世卫组织日前警告称，近期疫情又出现

加速传播的趋势。从6月29日全球累计病
例突破1000万例到7月10日突破1200万
例仅用时12天。

美国仍是目前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
家。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新冠
疫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0

日18时33分（北京时间11日6时33分），
美国确诊病例达3173446例，死亡病例为
133940例。

世卫组织紧急项目执行主任迈克尔·瑞
安日前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敦促有关
国家“清醒过来”，因为“数据不会撒谎”。

全球单日新增病例再创新高

美媒主播“惊讶”的
并不让人惊讶

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最近一档有关中国抗疫的节目中，
记者讲述了在北京亲眼所见的中国
社会和民众自觉遵守防疫规定的情
形，尤其是说到有人匆忙中忘记戴
口罩而赶紧用衣袖捂住口鼻或主动
避开他人这种细节的时候，主播面
露十分惊讶的神情。

其实，令美媒主播“惊讶”的并
不让人感到惊讶。14 亿人口的大
国，能在数月之内取得抗击新冠疫
情的重大战略成果，除了党和政府
强大的组织能力、中国医护和社区
工作人员等的无私奉献，广大民众
心怀大局、自觉听取防疫部门指示、
认真执行自我防护和保护他人的各
种措施，也是中国疫情防控取得明
显成效的关键。

越自律，越自由。在此次抗疫过
程中，亿万中国民众的自觉自律让世
界印象深刻，赢得广泛积极评价。联
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赞中国人民
在抗疫中的牺牲“为全人类做出了贡
献”。德国中国问题专家弗兰克·西
伦认为，中国能快速从新冠病毒阴影
中恢复和“中国人高度自律”有关。

一个国家能否赢得其他民族发
自内心的尊重，也要看其社会所体
现出来的文明精神，这是能感染世
界的“软实力”。面对疫情，中国政
府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人民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理念；中国民众以大局为重、自律
互助，体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中国社会上下齐心、共克时艰的故
事激励人心、感动世界。

自觉、奉献、团结、互助的可贵
精神绵延数千年，已深深融入中国
人的血脉，代代相传，护佑着中华民
族生生不息。也正是有了这样的精
神基础，中华民族才没有屈服于任
何挫折和灾难，在每一次坎坷中都
能重新站起，更加强大。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记者
郑汉根）

美国拟对13亿美元
法国商品加征25%关税

据新华社华盛顿7月10日电（记者高攀 熊
茂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0日发布公告说，美
国拟对价值约13亿美元的法国输美商品加征
25%的关税，以回应法国开征数字服务税对美国
科技企业造成不利影响。

不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同时表示，对法国
商品加征关税的时间将推迟180天，即2021年1
月6日生效，从而为双边和多边谈判达成满意结
果争取更多时间。

去年12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认定法国数
字服务税“歧视”美国互联网企业，并威胁对法国
香槟、奶酪、手提包等价值约24亿美元的商品加
征最高达100%的关税。

今年1月，美国和法国磋商达成一致，法国暂
不开征数字服务税，美国暂缓实施关税报复措施，
双方同意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框架下就统一征
收跨国企业数字服务税进行多边谈判。

超22.8万
人民行动党
在新加坡国会选举中获胜

7月11日，新加坡总理、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李
显龙抵达人民行动党一处支部。 新华社/路透

越南一客车坠入山谷
造成至少5人死亡、35人受伤

新华社河内7月11日电 越南中部的昆嵩省
11日发生一起客车坠入山谷事故，造成至少5人
死亡、35人受伤。

据越通社报道，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4
时，一辆长途客车行至昆嵩省沙柴县境内时偏离
道路，坠入数十米深的山谷。车上5人当场死亡，
包括客车司机在内的35人不同程度受伤。目前
伤者已被送往事发地附近医院接受救治，事故善
后处理正在进行。

科学家研究出
人狗年龄对应公式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特里·
伊德克领导的团队研究出一个推算狗龄对应人类
年龄的公式，令爱狗人士深入了解自己的宠物，能
够更好照顾它们。

根据这个公式，用狗年龄的自然对数乘以
16、再加31，就能得出相当于人的年龄。

这一公式依据狗和人DNA甲基化模式对比
结果。用伊德克团队研究的公式计算后会发现，
狗衰老速度比人快得多，1岁大的狗相当于人类
31岁，拉布拉多犬平均寿命12岁，大致相当于人
活到70岁。

按照长期流行的一种计算方式，用狗的年龄
乘以7就是相当于人类的年龄。美国国家卫生研
究院9日说，这种计算方式是一种误解，一直受兽
医排斥。 欧飒（新华社微特稿）

新华社新加坡7月11日电 新加坡国会选举
结果11日揭晓，执政党人民行动党获得国会93
个席位中的83席，反对党工人党获得10席。

新加坡10日举行独立以来的第13届国会选
举，来自11个政党的191名候选人和一名独立候
选人争夺国会93个席位。根据选举官陈明锐11
日凌晨公布的信息，人民行动党在13个单选区和
15个集选区赢得胜利。据当地媒体报道，人民行
动党的总得票率为61.24%。

在耶路撒冷一封闭社区玩耍的儿童。 新华社发 印度孟买医务人员进行新冠筛查。 新华社/美联 法国一名戴口罩男子在埃菲尔铁塔下休息。 新华社发

美
国
得
州
一
处
游
乐
场
因
疫
情
关
闭
。
新
华
社/

路
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