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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当天经由社交媒体推特公布竞选
副手，称赞哈里斯（中文名贺锦丽）
“为小人
物英勇战斗，是美国最优秀的公职人员之
一”。拜登还提及他早亡的儿子博与哈里斯
都曾出任州检察长、关系亲密，对选择哈里
斯感到
“骄傲”。
哈里斯则回应说，能加入拜登竞选团队
是“荣耀”，拜登“有能力团结民众……构筑
一个符合大家理想的美国”。
路透社报道，哈里斯定于 12 日在拜登老
家特拉华州威尔明顿与他一同出席竞选活
动。两人将在 17 日开始的民主党全国大会
期间正式接受提名。
美联社分析，美国眼下面临“前所未有
的国家危机”。新冠疫情已致逾 16 万人病亡
并严重冲击经济。美国各地同时暴发针对种
族歧视和警察暴力执法的抗议活动。拜登 3
月宣布将选择女性作竞选副手，
当时主要是
想安抚民主党人，今年的总统选举不会
只关乎他和特朗普两名七旬白人男性。
按照路透社的说法，随着抗议声
浪数月居高不下，越来越多人希望
拜登选择一名非洲裔女性副手。
哈里斯曾参与今年民主党党
内预选，一直是拜登副手的热门
人选。她从政多年，在医疗保健
和司法领域经验丰富，兼具竞选
“实战”经历，有望协助拜登带动非
洲裔选民热情，在稳住佐治亚和佛
罗里达等南方州的同时，夺回 2016
年特朗普险胜的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和
威斯康星等
“关键战场”
州。
路透社推断，哈里斯作为拜登竞选伙
伴，有望把“火力”对准特朗普和副总统迈
克·彭斯。她定于 10 月 7 日与彭斯在犹他州
盐湖城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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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乔·拜登
11 日宣布，选择加利福尼亚州联邦参议员卡玛
拉·哈里斯作为竞选副手。如果胜选，不仅拜登
本人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长总统，哈里斯还将
成为美国首名有黑人和亚裔血统的女性副总统。
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等多名民主党“大佬”
力挺哈里斯，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等共和党人则
质疑哈里斯过于“激进”，并暗指其有意 4 年后竞
逐总统宝座。

褒贬不一
奥巴马 11 日发表声明说，哈里斯“整个
职业生涯都在维护宪法、为需要公平的民众
而战”，选择她体现拜登的“自主判断和性
格”，
“现实告诉我们这些品质对一名总统而
言不可或缺”。
美国《政治报》报道，另一名民主党籍前
总统比尔·克林顿和妻子、前总统候选人希
拉里也称赞哈里斯。希拉里还呼吁大家共
同帮助哈里斯胜选。拜登在党内预选时最
强劲的对手伯尼·桑德斯则断言：
“哈里斯会
成为副总统并创造历史。
”
多名曾和哈里斯同列为副手潜在人选
的民主党人士也对哈里斯表达支持，包括奥
巴马时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
联邦众议员瓦尔·戴明斯和卡伦·巴斯。3 人
都是非洲裔女性。
共和党方面，特朗普当天对拜登的选择
表示“有点惊讶”，提及哈里斯预选辩论时
曾攻击拜登。尽管特朗普先前曾捐助
哈里斯竞选，他当天指认其“大概是美
国参议院里最自由派的人”。
其他共和党人也指认哈里斯
政策立场“激进”
“ 左倾”。参议员
玛莎·布莱克本称，哈里斯的竞选
说 明 民 主 党 已 被“ 左 翼 分 子 占
据”。特朗普竞选顾问卡特里娜·
皮尔逊则称，哈里斯早早退选，说
明她都没法激发民主党人热情。
特朗普阵营即将投放的竞选广
告指出，拜登多次自称“过渡型候选
人”，哈里斯有意占拜登年龄的便宜，拜
登当选后会“把控制权交给哈里斯”。外
界猜测，77 岁的拜登可能不会寻求连任，哈
里斯因而可能成为 2024 年总统候选人最热
门人选。
海洋（据新华社专特稿）

美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哈里斯亮相

拜登选定副手
两党反应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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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斯为其总统竞选搭档。

观 天下
波音上月订单“零新增”

这是 2020 年 6 月 29 日在美国西雅图拍摄的波音 737 MAX 客机。
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 8 月 11 日称，旗下所有机型 7 月没有新订单。波音
737 MAX 系列客机不仅遭遇交付延期，还不断被“砍单”。波音客户 7 月取消 43
架 737 MAX 订单。
新华社/法新

谷歌欲将手机变成地震警报监测器
美国谷歌公司 11 日宣布，
它将与美
国地质调查局合作，向加利福尼亚州使
用安卓操作系统的手机发送地震警报，
同时汇集分析安卓手机捕捉到的地震波
数据，
更快、
更准确地提供地震信息。
《今日美国报》报道，谷歌公司将首
先在加州开展这个项目。当地装有安
卓操作系统的手机将可收到由
“地震警
报”系统发出的地震预警，无需下载地
震预警类手机应用程序。

谷歌公司说，
安卓智能手机不仅能
接收警报，还能利用自带的加速度计捕
捉地震波数据。谷歌希望安卓手机用
户让自己手机发挥“迷你地震计”的作
用，为
“安卓地震警报系统”
贡献数据。
向谷歌提供地震数据分析技术支持
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说，利用
手机捕捉地震数据有助于缺少地震监测
系统的国家和地区尽早发现地震迹象并
发出预警。
欧飒（新华社微特稿）

加入竞争！福克斯要做国际“流媒体”

美国历史上首次有黑人和亚裔血统的女性获得主要政党副总统候选人提名

多种族背景的她成为拜登竞选搭档
天下人物
突围
早在今年 3 月民主党预选一场电
视辩论会上，
拜登就表示，
如果获得民
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他将选择一名
女性副总统候选人作为搭档。由于人
选很多、竞争激烈，
关于拜登最终会选
谁的猜测一直不绝于耳。随着 2020
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在即，美
国媒体对拜登的决定也越发关注。

新星
哈里斯 1964 年 10 月出生于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一个移民家
庭。她的父亲来自牙买加，是美国斯
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名誉教授，母亲来
自印度，是一名癌症研究人员。哈里
斯本科毕业于美国霍华德大学，在那
里取得政治学和经济学双学位，后来

考虑
拜登选择哈里斯有着多方面的
考虑。首先，哈里斯没有明显短板，
在选战中被曝光重大“黑料”的可能
性更小。
其次，今年大选的重要议题中，
种族问题受到格外关注，这是拥有多
种族和法律专业背景的哈里斯的一

她是美国历史上首次有黑人和亚裔血统的女性获得美国主要政党的副总统候选人提名。
美国专家指出，综合考虑当前的政治环境和选战形势后，拜登选择哈里斯作为竞选搭档，希
望借助她来为竞选注入更多活力，
并吸引少数族裔和女性等群体的选票。

拜登赞她是“为小人物而战的斗士”
美国东部时间 11 日下午 4 时 17
分，拜登为悬念画上句号。他在社交
媒体上宣布选择哈里斯作为竞选搭
档，称赞她是“为小人物而战的斗士”
和美国“最优秀的公职人员之一”。
哈里斯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拜登能
够团结美国人民，很荣幸加入他的团
队，成为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

哈里斯杀出重围并不容易。她
的几个主要对手都很有竞争力，包括
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苏珊·赖斯，曾角逐民主党总统
候选人提名的马萨诸塞州联邦参议
员伊丽莎白·沃伦，以及因抗疫工作
而受到关注的密歇根州州长格蕾琴·
惠特默。

英国老人安迪·威尔莫特现年 76
岁，
刚刚跑完他人生中第800 个马拉松，
下一个目标是再完成100个马拉松。
英国《都市日报》11 日报道，
威尔莫
特 9 日用 4 小时 53 分跑完第 800 个马拉
松，
此前一天用5小时2分完成第799个
马拉松。如果他再完成 100 个马拉松，
他跑过的马拉松里程将达到 37975.5 公
里，
几乎快赶上地球赤道周长。
威尔莫特来自埃塞克斯郡霍尔斯
特德镇，育有两个孩子。他 1988 年第

来乍到的哈里斯毫无“青涩感”，很快
靠
“铁齿铜牙”
树立起名声。在参议院
举行的听证会上，她质问相关人士的
视频屡屡在社交媒体引发关注。
2019 年 1 月，哈里斯宣布参加民
主党总统预选。今年 3 月，
哈里斯宣布
支持拜登竞选总统，并积极为他助选。

满 78 岁，如果赢得大选，他将成
为上台时年龄最大的美国总
统。而哈里斯现在才 55 岁，
能够为拜登的竞选活动注
入更多活力。
（据新华社华盛顿 8
月 11 日电）

一次跑马拉松，
从此爱上这项运动。在
他家乡霍尔斯特德镇，他所在跑步俱乐
部组织了 25 场马拉松，
他仅缺席一场。
对于现有成绩，
老人坦言：
“我当然
自豪，
但这不过是个数字……有人曾经
说我永远不会跑完 800 个马拉松。”
在威尔莫特眼中，
长跑的魅力大于
短跑，因为短跑“结束得太快”，而马拉
松是一场精神和体力的双重挑战，可能
精神挑战更多，
“我享受最后几公里”
。
王鑫方（新华社微特稿）

河狸巢装电视天线引发网友热议

选战中被曝重大
“黑料”
的可能性更小
个加分项。5 月下旬，美国非洲裔男
子弗洛伊德遭警察暴力执法后死亡，
该事件不仅在美国各地引发大规模
示威活动，还触发对种族问题的全面
反思。哈里斯 能够给拜登的竞选活
动带来实打实的帮助。
第三，拜登今年 11 月 20 日将年

内容。这一频道近年成为美国收视率
最高的有线电视新闻频道，
也受到美国
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及其团队青睐。
默多克家族掌控的新闻集团去年
向迪士尼公司出售 21 世纪福克斯影业
公司和部分有线电视频道，
保留福克斯
新闻频道和广播网络业务，
另外成立福
克斯公司。现年 89 岁的默多克任公司
董事长，儿子拉克伦任首席执行官。新
闻集团主营出版业务，目前控制美国
《华尔街日报》以及英国和澳大利亚一
些媒体。
沈敏（新华社微特稿）

英国 76 岁老人跑完 800 个马拉松

在参议院靠“铁齿铜牙”
树立起名声
又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黑斯廷斯法
学院学习法律。
哈里斯曾在旧金山地区长期从事
地方检察官工作，2010 年当选加州州
检察长，
任内大力推行司法改革，
自称
是“进步派检察官”。2016 年，哈里斯
当选加州联邦参议员。在国会山，初

传媒大亨鲁珀特·默多克旗下的福
克斯公司 11 日宣布，今年底前逐步在
20 个国家和地区推出国际“流媒体”平
台，提供福克斯新闻频道和商业新闻电
视台的付费点播。
这一国际
“流媒体”
服务平台定于本
月20日在墨西哥首先开通，
月费6.99美
元；9 月 17 日在西班牙、德国和英国开
通；
年底前在全球20个国家和地区上线。
福克斯是最新进军全球“流媒体”
市场的传媒企业。法新社报道，新的
“流媒体”平台将提供福克斯新闻频道

卡玛拉·哈里斯

你见过河狸巢上插卫星电视天线
吗？加拿大多地近期有人看到这样的
奇景，纷纷在网上晒图片并调侃，却猜
不出这是谁的
“杰作”
，
直到加拿大广播
公司 11 日揭开谜底。
加拿大安 大 略 省 桑 德 贝 居 民 格
兰 特·卡 尔 森 5 月穿着特制下水裤穿
过池塘，给河狸巢装天线，想用这个办
法逗自己和别人开心。
当地一位居民今年 5 月开车上

班，经过一处池塘时看到卡尔森的一
个“作品”：一个河狸巢的顶上插着一
根小小的卫星电视碟形天线，仿佛河
狸一家也因疫情只能宅家看电视。爱
德华兹因此感谢他：
“ 这一幕让我脸上
出现笑容……非常坦率地说，这真棒，
在全球疫情蔓延下，我们尤其需要这
些。”他还开玩笑说，说不定哪天会看
到河狸出来调天线方向。
欧飒（新华社微特稿）

广告·热线：
66810888

三亚市飞灰填埋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

企业吸收合并公告
经海南剑发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剑发集团”
），海
南剑发通信工程有限公司（简称“剑发通信”
）股东决定，采取吸
收合并方式进行合并登记，剑发集团存续，剑发通信注销。合并
前剑发集团的注册资本为贰仟万元人民币，剑发通信的注册资
本叁仟万元人民币，双方合并后，存续剑发集团公司注册资本为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08HN0117
受委托，按现状对海口市学院路热科广场 D 座、E 座部分铺面
分别公开招租，房屋面积为 163.71m2、720.79m2 不等，月租金分别
为 21425 元、50456 元不等，租期 5 年。公告期：2020 年 8 月 13
日-2020 年 8 月 26 日。对竞租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
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E 交易网（http://
www.ejy365.com）、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hainan.
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 61 号华夏银行
大厦 18 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07 麦先生、66558023 李
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1 楼受理大厅 4 号窗口，电话：李
女士 0898-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 年 8 月 13 日
■■■■■

人民币叁仟肆佰伍十万元。剑发通信被吸收合并后，其债权债
务由剑发集团公司承继。根据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债
权人有权自公告日起 45 日内，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特此公告
海南剑发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剑发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12 日

更正公告
我局于 2020 年 8 月 12 日在《海南日报》刊登（2020）
年 第 36 号 关 于 海 口 市 滨 江 新 城 二 期 棚 改 片 区
QS0326011 地块挂牌出让公告。现将公告中第三点关
于“土地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25637.8640 元”更正为“土地
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25637.8640 万元”，其他挂牌出让条
件不变。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 年 8 月 13 日

《三亚市飞灰填埋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形成，
现公开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网络链接及查阅纸
质 报 告 书 的 途 径 1、网 链 接 ：http://hnsthb.hainan.gov.cn:8007/
hbcenter/qyzzhpysgsIndex.jsp。2、纸质报告书查阅地点：海南省三
亚市天涯区水蛟村光大环保能源（三亚）有限公司。二、征求意见的公
众范围: 征求以本项目厂址为中心边长 5km 的矩形区域内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的意见。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www.mee.

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通过信函或电子邮件，在公示期将填
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到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
见和建议；公众应采用实名方式并提供常住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建
设单位：
光大环保能源（三亚）有限公司。
邮箱：
1043636507@qq.com；
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水蛟村光大环保能源（三亚）有限公司；
电话：
0898-88204009。
五、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0.8.10~8.21。

海南铜锣湾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海口环球100宝龙城S03珑寓包销代理合作招募公告

受委托，定于 2020 年 8 月 20 日上午 10:00 时在中拍平台
（https://paimai.caa123.org.cn）按现状第二次公开拍卖：位于
海口市金贸西路 15 号环海商务领馆 19 层 19D 房，建筑面积为
141.4m2（不动产权证号：琼（2020）海口市不动产权第 0060130
号）。
拍卖参考价：
149.0922 万元；
竞买保证金：
30 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
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日前一天止。
报名时间：有意竞买者请于 2020 年 8 月 19 日下午 16:00 前
将竞买保证金转入以下账户：户名：海南铜锣湾拍卖有限公司，开
户行：海南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6001002800011，并在中拍平
台或联系我司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以保证金到账为准）。
特别说明：1、拍卖成交后，过户税费按国家政策规定由买卖
双方各自承担；2、竞买人须自行到相关部门了解并确认符合海南
省当地相关房地产限购政策。
联系电话：
0898-31302088 17789896368 13637647779
地址：
海口市国贸大道 1 号景瑞大厦 A 座 21 层

■■■■■

一、招募单位：长影滨海（海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二、招募
内容：环球 100 宝龙城 S03 珑寓包销代理。三、合作范围：S03 珑寓
A3#、A4#、A7#、A8#、A9# 公 寓 房 源 ，建 面 41735.88m2，822 套 。
四、合作周期：
12 个月。五、合作要求：
1、采取底价包销，包销底价不
低于 12000 元/m2，履约保证金不低于 2466 万元（3 万/套）。2、合作
期内需完成所有房源销售，按季度支付进度款，未完成部分由合作
方兜底。3、2020 年 8 月 31 日前签订合同并支付履约保证金。六、
资质要求: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具备国家认可
经营资格的其他组织。2、注册资本 100 万元(含）人民币以上。3、在
人员、渠道、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能力。七、报名材料:1、公司简介：
包括但不限于综合能力、财务能力、业绩介绍。2、营业执照（副本）
复印件、法人代表身份有效证明、授权委托书、被授权人身份有效证
明（资料均需加盖公章）。八、报名要求:1、报名材料提交至邮箱
xuhy6@powerlong.com，联系人：许先生 15308994286。2、报名
截止 2020 年 8 月 15 日 18:00。九、注意事项:1、合作方提交资料如
有虚假，一经发现我司有权取消报名资格；2、合作方提交报名均视
为无保留地同意我司在招标业务范围内使用其报名信息；3、我司有
权对于本次招募审核结果不做任何说明。特此公告
长影滨海（海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13 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