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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候选人公示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分行营业办公大楼维修改造项目招

标代理、监理于2020年7月29日组织了开、评标工作，已按招标文
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完成开评标工作，经评标委
员会同意一致推荐：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分行营业办公大楼维修改造项目选
聘招标代理机构：第一中标候选人：中鼎誉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四川同创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第三中标候
选人：安徽建鑫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分行营
业办公大楼维修改造项目监理：第一中标候选人：河南宏业建设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第二中标候选人：华春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第三中标候选人：江西江南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公示期：
2020年8月2日至8月5日；招标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分
行；电话：0898-68552018。

2020年8月2日

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外记者报道：鉴于目前香港
严峻的疫情形势已对选举造成重大
影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7
月 31 日宣布，援引《紧急情况规例
条例》，决定将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
会选举推迟一年。多国人士指出，
这一决定有利于遏制疫情蔓延，保
护香港市民生命安全，是必要且负
责的选择，也与很多国家和地区做
法一致。

巴勒斯坦总统国际关系顾问纳比
勒·沙阿斯指出，推迟香港特区立法会
选举是正确的决定。面对严峻的疫情

形势，推迟选举可以保护市民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也让特区政府能够集
中精力防控疫情。

尼泊尔前驻俄罗斯大使希拉尼
亚·什雷斯塔说，在当前香港疫情形势
下让市民冒着健康乃至生命危险去参
加选举是不明智的。推迟选举是对市
民高度负责的必要决定，许多国家和
地区也因疫情推迟了选举。

老挝老中友谊协会秘书长西昆·
本伟莱认为，香港特区政府推迟特区
立法会选举有利于遏制疫情蔓延，这
一决定必要且合理合法。相信在中国
中央政府支持和帮助下，香港一定能

够早日走出疫情阴影。
突尼斯政治分析师朱迈·贾斯米

认为，香港特区政府迫于疫情防控形
势而推迟特区立法会选举，这一决定
合理合法。此前，在非洲、欧洲，也曾
出现一些国家全国或地方选举因疫情
原因推迟情况。

肯尼亚国际问题专家卡文斯·阿
德希尔说，在严峻疫情下，选民聚集投
票无疑将极大增加病毒传播风险，香
港特区政府决定推迟特区立法会选举
是对市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高度负
责的选择。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俄中研究

中心主任叶甫盖尼·扎伊采夫说，人民
生命安全比社会政治生活更重要。在
疫情持续扩散情况下，香港特区政府
决定推迟特区立法会选举，这对香港
市民而言有百利而无一害，这是合理
且必要的举措。

乌克兰汉学家阿列克谢·科瓦利
认为，香港特区政府决定推迟立法会
选举是在艰难时刻做出的正确抉择，
体现了对市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高
度负责的态度。

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政治分析师舍
拉迪尔·巴克特古洛夫认为，香港特区
推迟一年举行特区立法会选举符合香

港当前实际情况，符合广大市民利益。
古巴哈瓦那大学历史系教授法

比奥·费尔南德斯认为，没有什么比
人民生命安全更为重要。对香港而
言，当务之急是防控疫情。特区政府
推迟特区立法会选举表明其将市民
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这是正确且必
要的决定。

法国中国问题专家索尼娅·布雷
斯莱表示，推迟香港特区立法会选举
反映了特区政府面对疫情的务实精
神，即以保障人民福祉作为首要任务，
避免广大市民冒着被病毒感染风险而
参加选举。

多国人士认为香港推迟立法会选举是高度负责选择

聚焦疫情防控

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记者
陈聪）记者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了解到，近期香港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形势严峻，应香港特区政府请求，
在中央统筹部署和指挥下，国家卫健
委迅速组建“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
拟近期赴香港开展工作，协助特区政
府抗击疫情。

据了解，首支“内地核酸检测
支援队”由广东省卫健委从省内20
余家公立医院选派约60名临床检
验技术人员，其中7名“先遣队”队

员将于8月2日赴香港协助开展实
验室工作。“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
队长来自广东省卫健委，曾担任广
东省支援武汉医疗队总指挥，这是
首批中央政府派出支持香港抗疫
的内地专业队伍。国家卫健委后
续将根据香港特区抗击疫情需要，
随时调集内地医疗资源给予更多
支持。

同时，国家卫健委也已组建
“内地方舱医院支援队”，由湖北省
武汉市选派6名有方舱医院实战经

验的专家，包括医院院长，以及院
感、护理、建筑和设计专家，为香港
亚洲国际博览馆改建为方舱医院
提供设计、运营和管理经验的技术
支持。

新华社香港8月1日电 香港特
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1日下
午介绍，截至 1 日零时，香港新增
125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本地
感染病例124例、输入性病例1例。
香港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3396例。

香港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已连续
第十一天超过100例。卫生防护中
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介绍，在当
天新增的本地感染病例中有45例
目前找不到感染源头，有79例与此
前相关感染群组有关，其中大部分
为家庭或朋友聚会感染群组。特区
政府此前将一位确诊病例重复计
算，当日将累计确诊病例数据进行
了修正。

据香港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
何婉霞介绍，目前香港共有1858名

新冠肺炎确诊病人和1名疑似病人
康复出院，31人死亡；仍有1179名
确诊病人留医，其中37人情况危险、
44人情况严重。香港已经启用的负
压病床使用率约为77%，启用的负压
病房使用率约为80%。

何婉霞表示，香港亚洲国际博览
馆社区治疗设施已于1日启用，预计
当天接收20至30位病人。鲤鱼门
公园度假村已于7月24日启用作社
区隔离设施。这些设施将缓解公立
医院压力。

香港新增125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连续11天单日新增破百例

国家卫健委组派“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赴香港协助抗疫

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方舱医院”病房（8月1日摄）。 新华社记者 吴晓初 摄

新华社乌鲁木齐 8 月 1 日电
（记者李志浩）乌鲁木齐市疾控中心
主任芮宝玲8月1日表示，7月31日
乌鲁木齐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和无症状感染者总数较前几日出现
一定程度下降，但全市疫情防控形势
依然复杂严峻，绝不能有丝毫放松，

绝不能掉以轻心。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

闻办公室8月1日举办的新闻发布会
上，芮宝玲表示，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
市民继续理解、支持、配合疫情防控，
严格落实居家管理措施。居家期间，
要多开窗、勤通风、勤洗手、定时消毒，

做好家庭清洁卫生，家庭成员要保持
一定安全距离，吃饭时应使用公筷公
勺。如果出现发烧、咳嗽、乏力等不适
症状，要及时联系社区工作人员。

芮宝玲通报，7月31日0时至24
时，乌鲁木齐市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3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8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确诊病例7例，新
增无症状感染者解除医学观察7例。
7月15日0时至7月31日24时，乌鲁
木齐市累计治愈出院确诊病例16例，
无症状感染者解除医学观察16例。

截至7月31日24时，新疆（含兵
团）现有确诊病例547例（危重症5例、

重症25例），其中乌鲁木齐市544例、
喀什地区1例（乌鲁木齐市输入）、昌吉
回族自治州1例（乌鲁木齐市输入）、兵
团1例；现有无症状感染者109例，其
中乌鲁木齐市107例、兵团1例、昌吉
回族自治州1例（乌鲁木齐市输入）；
尚有14540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总数出现下降

乌鲁木齐市疫情防控形势仍复杂严峻

记者1日探访时看到，香港“方
舱医院”可容纳500张病床。每位
病人拥有9平方米左右的独立生活
空间，内有一张床、一个储物柜、一
张桌、一把椅、一盏台灯。每间均
三面用隔板围住，但并不封顶，隔
板上也有透明玻璃，方便观察病人
情况。

香港医院管理局总护士长梁明
介绍说，病人可以在“方舱医院”内自
由活动，但一定要戴外科口罩，而医
护人员进入院内则要戴N95口罩，并
佩戴防溅头罩、穿防护服。

“方舱医院”外医护人员入口处
设有“个人防护装备穿着区”，在里
面的出口附近则设有“个人防护装
备卸除区”，供医护与工作人员换防
护装备，并将使用过的装备集中回
收处理。

为防止病毒通过空气扩散，“方
舱医院”内加设了多台“流动高效空
气过滤器”，以形成类似负压效果。
为更高效地观测病患、避免医护人
员频繁出入，院外走廊内有多部病
房监察电脑，随时监测病患的血
压、心率、血氧、体温等数据，这些
数据可及时传入医管局临床资讯
管理系统。

玛丽医院高级护理主任黄淑贞
介绍，这个“方舱医院”24小时都有
当值的医生、护士和服务助理，分早

中晚三班，很多人是香港各医院自愿
报名前来的。

8部轮椅、3张滑动病床、20张面
朝电视的椅子……这里是病患送至

“方舱医院”所接触的第一个区域
——等候区。病患在这里等候进行
登记，然后由医护人员对其进行X
光、心电图、血液等检查，并分级收
治。若情况稳定便留下接受治疗和
观察，否则将转送医院治疗。

港岛西医院联网感染控制主任
郑智聪说，病患如连续两次深喉唾液
样本检测为阴性，或者入院7天后抗
体测试呈阳性，就可以出院了。在

“方舱医院”的病患均享受免费检测
与治疗。

该“方舱医院”除设有药房、X光
室、多台血压仪、样本收集箱等医疗
设施外，还设有31个厕所、5个流动
浴室、多个消毒洗手台及2个配有电
视的公共活动区，以确保病人的基本
生活。每天均有专人为病人送餐及
送药。

据介绍，医管局已开始研究改建
亚博馆二号馆为新的“方舱医院”，以
提供更多床位，并将通过加强抗体测
试了解病人状况以加快病人流转，预
计可将病人留院时间由3个星期减
至 2个星期，每日可接收 120名至
140名病人。

在中央统筹部署和指挥下，国家

卫生健康委组建的“内地方舱医院支
援队”将于近期抵达香港，为亚博馆
未来改建“方舱医院”提供设计、运营

和管理经验的技术支持。
记者步出香港“方舱医院”时，恰

逢救护车运来首批病患，在这里等待

他们的是康复的希望。
（新华社香港8月1日电 记者

刘斐 曹槟）

由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一号馆改建的“方舱医院”1日正式启用，并于中午收治了首批新冠肺炎确诊病患。这个港版“生命之舱”位于大屿山
香港国际机场北面，本是举办展览与会议的大型场馆，如今却承载着香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希望。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日前表示，目前香港的疫情正处于1月以来最严峻的情况，大暴发的风险与日俱增。香港医院管理局下辖的公立
医院已经不胜负荷，导致一些确诊人士未能即时入院。

在此种情况下，通过“方舱医院”收治轻症患者，从而减轻医院收治负担，减少患者居家导致社区扩散的风险，便成了香港防控疫情迫切的需
要。据介绍，香港“方舱医院”主要收治18岁至60岁的新冠肺炎确诊患者，而医院有限的设施则尽量供给60岁以上或严重慢性病患者使用。

探访香港“方舱医院”

中国东海首批渔船
“解禁”出海开渔

新华社宁波8月1日电（记者顾小立）8月
1日12时起，中国东海首批渔船“解禁”出海开渔。

记者在位于东海之滨的宁波市象山县等地走
访时看到，当地政府与渔民已为出海作业做好准
备。从1日上午开始，该县海洋与渔业执法队的
执法人员便分组值守，对开捕鱼船进行各类检查，
确保船上通讯导航设备畅通，救生、消防等安全设
施齐全有效。

为保证疫情防控和开船出海“两不误”，当地
渔船开船前都必须做好“渔船专属码”登录工作，
每一位船员扫完码后还要登记好船证以及个人信
息，做到“登记一艘、开捕一艘”。

据了解，第一批开捕的渔船多在近海作业，捕
捞的渔获物以符合开渔要求的经济鱼类为主，预
计最快在明后天“第一网”新鲜的东海海鲜就将出
现宁波市民的餐桌上。

象山县渔政执法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地
将全力抓好渔船安全、敏感水域监管、违法违规生
产和海上疫情管控等工作，严厉打击跨界生产、违
法偷捕和擅自改变作业类型等行为。

为保护海洋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我国实行
伏季休渔制度。根据农业农村部通告，每年5月1
日起，中国东海等海域进入伏季休渔期。而从8月
1日12时起，东海桁杆拖虾、笼壶类、刺网和灯光围
（敷）网等作业方式的渔船可“解禁”出海作业。

秦岭国家植物园园区
森林覆盖率达95%

新华社西安8月1日电（记者刘彤）记者1日
从陕西省林业局了解到，经过常年保护，位于秦岭
北麓中段陕西省周至县境内的秦岭国家植物园，
园区森林覆盖率已达95%，成为秦岭北麓自然生
态保护和生物多样性最好和最丰富的区域。

位于秦岭北麓中段的秦岭国家植物园，规划
面积639平方公里，是目前国内面积最大、地理位
置最独特、生态价值最高、原始山林保护最好的综
合性大型植物园，也是全国唯一冠以“国家”二字
的植物园。

目前，园区森林覆盖率达95%，珍稀濒危植
物数量逐年增加，野生动物活动范围不断前移。

中国维和工兵荣获
联合国“和平荣誉勋章”

据新华社7月31日电（记者马意翀）中国第
15批赴苏丹达尔富尔维和工兵分队225名维和
官兵30日被授予联合国“和平荣誉勋章”，并荣获
联合国和非洲联盟驻达尔富尔联合特派团（联非
达团）嘉奖。

在联非达团法希尔超级营地举行的勋章佩戴
仪式上，维和工兵分队指挥长李萌宣读了联非达团
司令恩贡迪中将签发的嘉奖令。

李萌说，这封嘉奖令是对工兵分队全体官兵的
特殊褒奖，也是对工兵分队安全圆满完成各项维和
任务的充分肯定。

据李萌介绍，在长达20个月的维和任务期
内，维和工兵分队先后完成联非达团格洛临时作
战基地基础设施建设、10个营地的清理整治移
交、法希尔超级营地升级等施工保障任务。特别
是新冠疫情在任务区暴发以来，分队严密组织常
态化疫情防控下施工保障任务，随时保证遂行各
项任务的能力，受到联非达团一致认可。为此，
联非达团参谋长、供应链管理部长、工程处长分
别为每名官兵签发了嘉奖令。

中国于2007年开始派遣工兵分队赴苏丹达
尔富尔执行维和任务。目前该分队主要担负道路
修筑、营区防御工事建设、维护机场停机坪等任务。

“十五的月亮十四圆”，罕见！
据新华社天津8月1日电（记者周润健）月

亮何时最圆？常会听到的一种说法是“十五的月
亮十六圆”，但是在庚子鼠年的农历六月里，十五
的月亮却是“十四圆”，最圆时刻出现在8月3日
23时59分。天文专家表示，“十五的月亮十四
圆”这种现象比较罕见。21世纪这100年中，这
种情况仅会出现6次。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史
志成介绍说，每逢农历初一，我们看不到月亮，叫

“新月”，也叫“朔”；到了农历十五左右，我们可以
看到圆圆的月亮，称为“满月”，也叫“望”。

根据农历历法规定，“朔”所在这一天为每月
初一。但同是初一，“朔”可能发生在凌晨，或者上
午、下午，也可能发生在晚上，而且每个朔望月本
身也有长有短。这样，月亮最圆时刻的“望”最早
可发生在农历十四的晚上，最迟可出现在农历十
七的早上。但由于“朔”一定在农历的每月初一，

“朔”之后平均起来要再经过14天18小时22分
才是“望”，所以月亮最圆时刻的“望”以出现在农
历十五、十六这两天居多，其中又以出现在农历十
六为最多。

史志成表示，从农历十四到农历十七，“满月”不
论出现在哪一天，都是正常历法现象。每一次“满
月”的出现，都给人们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赏月良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