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动机可能熄火
FAA急令查2000架波音客机

美国联邦航空局（FAA）24日发布紧急适航指
令，要求对在美注册的大约2000架波音737NG和
737Classic型客机作紧急检查，缘由是上述客机的
空气止回阀遭腐蚀后可能导致发动机空中停车。

联邦航空局说，迄今收到 4 份 737NG 和
737Classic型客机发动机空中停车的报告，因而
作出紧急检查要求，检查对象是连续停放7天及
以上的客机和重新投入飞行后迄今飞行次数低于
11次的客机。

联邦航空局警告，客机全部两台发动机的第
5级止回阀如果都遭腐蚀，可能卡死在打开位置，
导致客机完全失去动力且无法重启发动机。

郑昊宁（新华社专特稿）

一架波音737 MAX飞机在美国西雅图的波音
机场进行认证飞行测试后准备降落。 新华社/美联

国际观察

美国“法律与秩序”行动为何引起反弹

美国一些大城市的暴力犯罪问题
由来已久。而今，受新冠疫情冲击，失
业率高企，经济和种族不平等凸显，多
重因素叠加使得美国一些城市暴力犯
罪增加。不过，美国地方治安通常由
各州和地方政府负责，联邦执法人员
的短期干预能有多少收效，尚未知。

依据美国媒体解读，在大选倒计时

100天来临之际，特朗普发起“莱金德行
动”的一个主要用意在于突出其竞选策
略中“法律与秩序”主题。今后几个月
选战中，这一竞选主题预计还将升温。

分析人士指出，面对持续发酵的
反种族歧视抗议浪潮，特朗普打出

1968 年尼克松竞选总统时使用的
“法律与秩序”口号，意在向保守派支
持者展示其强硬治理姿态。

分析人士认为，近段时间以来，特
朗普任命新竞选经理，改组竞选团
队，重新定调竞选战略。特朗普及

共和党人反复反对“撤资警察”、解
散警察局等民主党人主张，高调宣
示要以强硬手段恢复“法律与秩
序”，将易于引起共和党选民共鸣，
还可能争取到部分独立选民。

受疫情影响，8月份的美国两党

全国代表大会多数议程均改成线上
举行。尽管最终选战要到两党大会
后正式开锣，但分析人士普遍预料，
新冠疫情、经济以及围绕种族问题
的纷争将纠缠选战全程，给2020年
美国大选带来复杂而独特的挑战。

（新华社华盛顿7月24日电 记者
徐剑梅 邓仙来 孙丁）

22 日，特朗普宣布发起以上
月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家中遇
害的 4 岁男孩莱金德·塔利费罗
名字命名的“莱金德行动”，派遣
大量联邦执法人员进入芝加哥
等美国大城市打击暴力犯罪，并
说美国司法部将提供超过 6100
万美元用于在该行动中招募数
百名新警察。

特朗普此后在接受福克斯新闻
台采访时进一步说，准备派遣 7.5
万名联邦执法人员。美国有线电
视新闻网援引美国司法统计局
2019 年报告数据说，2016 年时全
美仅有约10万名联邦执法人员。

在宣布该行动时，特朗普首先

谴责一些激进左翼裁撤警察经费
和解散警察部门的主张，指控这一

“极左运动”已导致“令人震惊的枪
击、杀戮、谋杀和令人发指的暴力
犯罪”。他强调，其政府不会撤资
警察，并将增加警力、强化执法。

“莱金德行动”所涉城市基本

由民主党人主政，此举引发民主党
人强烈不满。《国会山报》网站报
道，波特兰、费城、洛杉矶、亚特兰
大、华盛顿特区等15个城市市长日
前致信美国联邦政府，对联邦执法
人员在没有地方政府协调和授权
的情况下行动表示“深切关注和反

对”，并指责特朗普政府单方面的
做法违反美国宪法和联邦制原则。

惠勒要求联邦政府撤出联邦执
法人员，认为这些人“咄咄逼人的行
动”激怒示威者，制造了新的危险。

费城市长吉姆·肯尼说，特朗
普政府应该把精力更多放在帮助
各州检测和应对新冠病毒上，而
不是把抗疫责任推给各州。

今年5月非洲裔美国人乔治·弗
洛伊德之死引发的反种族歧视、反暴
力执法抗议浪潮依旧在美国多地持
续发酵。

在波特兰，大规模抗议消退后，
一小批示威者仍每天夜间在当地
联邦法院门外举行集会，支持“黑
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呼吁种族正

义。一周来，联邦执法人员在波特
兰强硬弹压抗议者，双方陷入紧张
对峙。

22日晚，波特兰市长泰德·惠勒
在联邦法院门外与抗议者交谈时遭
到联邦执法人员投掷催泪弹，而当时

抗议者没有做任何会导致被扔催泪
弹的事情。惠勒说，“这是联邦执法
人员的过度反应”。

至23日深夜，联邦执法人员不
仅使用催泪弹，还使用了橡皮子弹
驱散抗议者。《洛杉矶时报》报道，

抗议者纷纷逃离时，可以听到寻求
医疗援助的呼喊声。

美国联邦检察官比利·威廉姆斯
24日宣布，联邦执法人员已在波特兰
逮捕18名涉嫌参与暴力活动的抗议
者，罪名包括袭击联邦执法官员、毁

坏财产、纵火和故意破坏。24日晚，
抗议活动仍在持续，数千人在街头高
喊“黑人的命也是命”“联邦的人回家
去”等口号。

波特兰的情形无疑是当下美国
社会的一个缩影，抗议人群呼喊的

“公平正义”与联邦政府要实现的“法
律与秩序”陷入对立。

2020年美国大选即
将在7月 26 日进入 100
天倒计时。美国总统特
朗普近日宣布，派遣联邦
执法官员到一些美国大
城市打击暴力犯罪，恢复
“法律与秩序”，遭到一些
州和市政当局以及民主
党人反对。

连日来，在美国西海
岸俄勒冈州最大城市波特
兰，联邦执法人员使用催
泪弹、橡皮子弹和警棍驱
逐反种族歧视抗议者，紧
张事态引发全美关注。

波特兰之乱

“法律与秩序”的背后

两党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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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资公告
盛疆海洋旅游发展（三沙）有限公
司 （ 注 册 号:
91460600MA5T79C79R）经股东
会决议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金由人民币1000万元减少
为20万元，请债权人于见报之日
起30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
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
告。盛疆海洋旅游发展（三沙）有
限公司 2020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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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

恒大美丽沙收据遗失声明
符婷婷遗失 6 张 18-5-2304 收

据 ：HN1700504、HN0112195、

HN0080012、 HN0009309、

HN1834181、HN1816169，特 此

声明。

●文昌重兴迎宾茶店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050026989，声明作废。

●武锋遗失鲁HT9D6挂车中华人

民共和国机动车行驶证，车辆类

型：重型式挂车；车辆识别代号

L2S39VCS6EB410255，声 明 作

废。

●海口汇德丰彩砖有限公司遗失

海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

4600193130， 发 票 号 码 ：

00343860，金额：21174 元，声明

作废。

●文昌重兴迎宾茶店不慎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2469005MA5RR6H53A，声

明作废。

广告·热线：66810888

典 当

遗 失减资注销

海南防水保温协会麦工13807600891

防水隔热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转让出租

超市招商

海口大型超市专柜招商13307637007

食堂承包

食材配送、送餐服务15989930189

装修泥工水电涂料13078980837

装 修急用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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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东方国视安防科技有限公司（信用

代 码 91469007MA5RG-

CAN2N）经公司股东会议决定，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佰万圆整

减少至人民币叁万圆整，请债权人

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向公司提出

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海口捷茂种养专业合作社（注册

号：460100NA001191X）拟向海

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

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

到本合作社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单位名称海口美华教育培训中心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460106583943181W）拟 向 海
口市龙华区行政审批服务局申请
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45天内前来办理相关
事宜，特此公告。

新华社北京 7 月 25 日电 外
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25 日说，对于
美方强行进入中国驻休斯敦总领
馆馆舍的行径，中方表示强烈不

满 和 坚 决 反 对 ，已 提 出 严 正 交
涉。中方将就此作出正当和必要
反应。

当地时间7月24日下午，美方执

法人员强行进入中国驻休斯敦总领
馆馆舍。汪文斌说，中国驻休斯敦总
领馆馆舍是外交领事馆舍，也是中国
的国家财产。根据《维也纳领事关系

公约》和《中美领事条约》，美方不得
以任何方式侵犯中国驻休斯敦总领
馆馆舍。

“对于美方强行进入中国驻休斯

敦总领馆馆舍的行径，中方表示强烈
不满和坚决反对，已提出严正交涉。
中方将就此作出正当和必要反应。”汪
文斌说。

外交部：

坚决反对美强行进入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馆舍

新华社华盛顿7月24日电（记者
邓仙来 孙丁）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
入境和海关执法局24日发布通报重
申，今年秋季学期新入学的国际学生
如果全部上网课，将不得入境美国。

同时，该通报重申该规定不适
用于已经在今年3月9日前入学、但
目前不在美国境内的国际学生。这
也就是说，即便学校接下来只提供
网课，这批学生同样可以返回美国

继续学习。
今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

“国家紧急状态”以应对新冠疫情。
入境和海关执法局随即发布指导意
见，称将在此期间采取签证豁免政
策，允许国际学生赴美在线学习，但

今年秋季学期新入学的国际学生未
在豁免之列。

7月6日，该局再发通报，将签证
限制措施扩大至所有在接下来的秋
季学期仅上网课的国际学生。这意
味着，在3月9日前入学的国际学生

将无法维持当前签证。该新规引起
美国社会广泛批评。哈佛大学和麻
省理工学院等高校、美国17个州及
首都华盛顿等地方政府发起多项诉
讼，以抵制新规。

7月14日，美国联邦政府与哈佛

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达成和解，同意
将国际学生签证规定返回至3月状
态。哈佛大学近日表示，将继续争取
秋季新入学国际学生的在线学习资
格，但预计希望渺茫。

美国政策基金会预计，与2018至
2019年学年相比，2020至2021学年
新入学的国际学生人数将减少63%
至98%。2018至2019年学年，美国
新入学国际学生约为26.9万人。

美官方重申将限制今秋新入学国际学生赴美

据新华社日内瓦7月24日电 世界卫生组织
24日公布的新冠疫情数据显示，全球单日新增病
例数超过28万例，再创新高，也是全球单日新增病
例数第二次超过25万例。数据显示，美国单日新
增病例数超过全球单日新增病例数的四分之一。

世卫组织每日疫情报告显示，截至欧洲中部
时间24日10时（北京时间16时），全球确诊病例
较前一日增加284196例，达到15296926例。全
球单日新增病例数自7月4日首次超过20万例以
来，仅有5天在20万以下。

美国仍是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新冠病例
数近期迅猛增加。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网站
24日更新的数据显示，美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
第四次超过7万例，为72219例，累计病例已超过
400万例，达4024492例；新增死亡病例1113例，
累计死亡143868例。

超过28万例

全球单日新增新冠病例
再创新高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称，美国
新冠确诊病例从300万例增至400万例仅用时15
天。图为7月24日，在美国迈阿密滩，一名男子从
新冠病毒检测点的卡车旁走过。 新华社/法新

巴西已有10个州的州长
感染新冠病毒

据新华社圣保罗7月24日电（记者宫若涵）巴
西南里奥格兰德州州长爱德华多·莱特24日在社
交网站上宣布，自己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据巴西媒体报道，巴西26个州和一个联邦区中，已
有10个州的州长感染新冠病毒。

本月早些时候，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也确诊感
染新冠病毒。巴西总统府22日宣布，总统博索纳
罗21日接受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依然呈阳性，但
目前身体状况良好。

巴西卫生部24日19时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过去24小时巴西新增新冠确诊病例55891例，已
连续三天新增确诊超过 5万例，累计确诊达到
2343366 例；新增死亡病例 1156 例，累计死亡
85238例；累计治愈1592281例。

7月24日，在美国波特兰市的哈特菲尔德联邦法院附近，联邦执法人员用刺激性化学制剂驱散反种族歧视抗议者。 新华社/美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