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2020年2月7日在危地马拉首都危地马拉城拍摄的总统亚
历杭德罗·贾马太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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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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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国立信用认证中心有限公
司，信用评级认证电话：65396888

信用认证

大同路临街30m2商铺66678999

铺面特价出售

●窄玉东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注册

证编号：462219010021，声明作废。

●海南省财税学校行政公章、证明专

用章破损无法正常使用，声明作废。

遗 失

资讯
广场 扫码查阅广告

服务热线：
66810888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金斯伯格去世

美最高法院大法官
再现党争

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在推动形成
美国诸多热点议题的政策上扮演重要
角色。

分析人士认为，作为联邦最高法
院4名自由派大法官之一，金斯伯格
去世将使联邦最高法院保守派和自由
派大法官呈现“5比3”的格局，让谋求
连任的特朗普有机会第三次提名保守
派大法官。距离美国总统选举日不到
两个月，金斯伯格去世引发的民主、共
和两党大法官提名战及其结果可能对

选情产生重要影响。

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共和党）
领袖米奇·麦康奈尔18日晚在一份声
明中说，参议院拟就特朗普提名的大
法官人选投票。

麦康奈尔发表声明前，参议院少
数党（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在社交
媒体推特发文，呼吁参议院在选举过
后再填补金斯伯格留下的空缺。

舒默援引麦康奈尔2016年选举
年期间在联邦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
安东宁·斯卡利亚去世后发表的声明
说：“美国民众在挑选替任大法官方面

应当有话语权。因此，这一空缺应该
在选出新总统后再填补。”

斯卡利亚2016年2月去世，替任
大法官直到特朗普2017年就任总统
后才获任命。

曾经在联邦最高法院供职的华盛
顿大学法学院教授丹尼尔·埃普斯说，
特朗普提名、参议院投票确认替任大
法官的过程可能需要一个月左右，特
朗普可能提名一名女性保守派人士出
任大法官，借此巩固他的保守派“票
仓”。 闫洁（新华社专特稿）

联邦最高法院在一份声明中说，
金斯伯格18日因胰腺癌转移引发的
并发症去世，临终前家人陪伴左右。

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
罗伯茨称赞金斯伯格是“不知疲倦且
坚定的正义捍卫者”，说“美国失去一
位具有历史高度的大法官”。

金斯伯格1933年出生在纽约市
布鲁克林区，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
学院，长期致力于维护女性法律权益、
反对性别歧视。她1993年由时任总
统比尔·克林顿提名成为联邦最高法
院大法官，是联邦最高法院历史上第
二位女性大法官。

金斯伯格近年饱受癌症折磨，健
康状况受到关注。一些自由派人士在
时任总统贝拉克·奥巴马第二任期伊
始呼吁金斯伯格自愿退休，以便奥巴
马在任内提名一名更年轻的自由派大
法官，但金斯伯格拒绝退休。依照规
定，大法官可履职至去世或自愿退休。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露丝·巴德·金斯伯格18日去世，终年
87岁。分析人士解读，这名自由派女性大法官的去世打破联邦最高法
院保守派与自由派大法官之间的现有格局，让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有机会第三次提名保守派大法官，进而加速联邦最高法院“右倾”。

马杜罗18日晚些时候在委内瑞拉国
家电视台谴责蓬佩奥。他说：“迈克·蓬
佩奥这次访问意在向委内瑞拉宣战，但
他将引火烧身……他企图联合南美洲多
国向委内瑞拉宣战，但宣告失败。”

马杜罗指认美国试图在委内瑞拉发
动政变，谴责美方制裁令委内瑞拉经济
陷入困难。

巴西前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
拉·达席尔瓦谴责蓬佩奥来访。卢拉接
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说，蓬佩奥访问巴

西只是为了“激怒委内瑞拉”。“委内瑞拉
已经经过选举确定总统。美国需要停止
充当世界警察的习惯。”

马杜罗在2018年5月总统选举中赢
得连任。委内瑞拉一些反对党声称马杜
罗阵营舞弊，不承认马杜罗第二任期合
法性。去年1月，时任议会主席、反对派
要员胡安·瓜伊多自封“临时总统”，受到
美国、巴西、哥伦比亚等国家承认。自那
以来，瓜伊多动作不断，从发动小规模兵
变，到试图拉拢军方人士，种种夺权尝试

以失败告终。
美国不承认马杜罗领导的政府，不

断在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领域向委
内瑞拉施压，包括制裁委内瑞拉石油
公司。

委内瑞拉是南美产油大国，受美国
制裁影响，近期国内汽油供应短缺。美
国8月拦截4艘从伊朗出发、驶向委内瑞
拉的油轮。蓬佩奥18日说，美国会阻止
石油创造的财富流入马杜罗手中。

包雪琳（新华社专特稿）

蓬佩奥17日开始为期三天的南美四
国行，先后访问苏里南、圭亚那、巴西和
哥伦比亚。他18日到访圭亚那，会晤圭
亚那总统伊尔凡·阿里后在联合记者会
上声称马杜罗必须下台，称马杜罗是“受
指控的毒贩”。

美国司法部3月26日以涉嫌“毒品
恐怖主义”起诉马杜罗及多名委内瑞拉

高官。蓬佩奥当时说，美国将悬赏1500
万美元缉拿马杜罗。

根据蓬佩奥和阿里18日宣布的消
息，美国和圭亚那将在圭亚那与委内瑞
拉有争议的海域开展联合巡逻，目的是

“打击毒品犯罪”。
圭亚那西北部与委内瑞拉接壤。两国

争议海域近年发现近海石油，有望让没有原

油开采历史的圭亚那成为南美产油大国。
美国4月起以禁毒为名派军舰在委

内瑞拉附近海域巡逻。委内瑞拉政府谴
责美方部署实为封锁。

蓬佩奥18日晚些时候抵达巴西，会
晤巴西外交部长埃内斯托·阿劳若，到访
巴西北部一处接纳委内瑞拉非法移民的
安置点。他声称马杜罗“人为制造危机”。

美国务卿：委内瑞拉政府“不合法”

马杜罗斥蓬佩奥“引火烧身”

据新华社马德里9月18日电（谢
宇智）西班牙新冠疫情近来出现严重
反弹。其中马德里地区疫情最为严
重，单日新增病例数约占全国三分之
一。自治区政府18日宣布，将对部分
地区实施限制人员流动的措施，以遏
制疫情蔓延。

马德里自治区主席伊莎贝尔·迪亚
斯·阿尤索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从21
日零时开始，将对马德里市的乌塞拉等6
个城区和马德里周边的赫塔菲等7个市
镇的共37个基本卫生区执行至少为期

14天的限行政策，以限制人员流动。
阿尤索解释说，限行令将对人们

出入这些区域进行限制，但不会影响
正常上班、上学、就医等活动。此外，
这些区域内的公园将暂时关闭；酒吧、
餐馆、商业中心等也仅能以50%的接
待量对外开放，且必须在22时前关
门。另外，在整个马德里自治区，目前
公共或私人聚会的人数上限为6人。

据统计，限行令将影响马德里自
治区近13%的人口，超过80万人出行
将受限。

西班牙疫情反弹严重
马德里部分地区将限制人员流动

西班牙新冠疫情近来出现严重反弹。18日，民众佩戴口罩走在
马德里的街道上。 新华社/路透

引党争

施压

回呛

出空缺

美国国务卿
迈克·蓬佩奥在
南美访问期间抨
击委内瑞拉总统
尼古拉斯·马杜
罗，18日声称委
内瑞拉政府“不
合法”、马杜罗必
须“下台”。

马杜罗同一
天晚些时候说，
蓬佩奥“引火烧
身”，拉拢南美
洲多国对委内瑞
拉宣战的图谋失
败。

补缺补缺

18日，民众在华盛顿一处大法官金
斯伯格的街头画像前悼念。新华社/美联

大法官金斯
伯格（资料照片）。

新华社/路透

美国一名男子琢磨万圣节发糖时
如何保持社交距离，因此自制“糖果滑
道”，安在自家门口台阶扶手上。

英国《都市日报》17日报道，安德
鲁·比帝家住俄亥俄州，在自家门口台
阶扶手上安装一条1.8米长的管道，长
度与扶手相同，由硬纸板质地的包装
筒制作。比帝在包装筒上绘制黑色和
橙色螺旋图案，把包装筒用胶带粘在
台阶扶手上。

比帝说，孩子们万圣节来要糖
时，他将严格遵守防疫规定，戴好口
罩，勤换一次性手套，把糖果沿管道
送给孩子们。他希望这种方式能让
孩子们感受到生活恢复常态，同时增
强防疫意识。

在比帝看来，“糖果滑道”不仅使孩
子们索要糖果变得“更安全、更简单”，
还有助行动不便的孩子参与其中。

王逸君（新华社微特稿）

美一男子为万圣节发糖装滑道

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在剧毒的金皮
树内发现一种神经毒素，类似蜘蛛毒或
蝎子毒。这种树因此会“蜇人”，使不小
心触碰到的人疼痛难忍。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昆士
兰大学研究人员分析这种毒素分子结
构，揭开金皮树剧毒原因，研究报告刊
载于17日出版的美国期刊《科学进展》。

研究人员发现，金皮树毒素的分子
结构呈结状，令毒素纠缠，得以反复攻
击受害者痛感神经。人们若不小心触
碰树叶，当时会有强烈的灼烧感。几个
小时后，树叶“蛰到”的身体部位痛感类
似被车门夹住，可能持续数天或数周。

金皮树主要存活于澳大利亚昆士兰
州东北部地区雨林中，宽大的树叶呈心
形，上面覆盖有针状绒毛。昆士兰大学
生物分子研究所助教伊琳娜·维特尔说，
这些绒毛“实际上是皮下注射器”，一旦
接触人体皮肤，即可向其注射毒素。

研究人员以金皮树命名这种新发
现的毒素为“金皮树潮”（gympi-
etides）。在这之前，研究人员长期未
能查清金皮树为何令接触者剧痛。

维特尔说，了解这种毒素原理后，
“我们希望能为接触到金皮树的人提供
更好治疗，缓解疼痛”。

袁原（新华社微特稿）

澳大利亚“蜇人树”含剧毒

这是9月18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拍摄的“空中餐厅”。
近日，“空中餐厅”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营业。“空中餐厅”概念于

2006年起源于比利时，迄今已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铺设过餐桌。今年的布鲁塞尔“空
中餐厅”最高可升至约50米，设有8个独立餐桌，可在遵守“社交距离”的规则下容纳
32名食客，每人就餐需要花费295欧元（约合2369元人民币）。 新华社发

“空中餐厅”现身布鲁塞尔

新华社曼谷9月19日电（记者陈
家宝）第14届世界珠宝设计大赛18日
在泰国曼谷举办颁奖典礼。泰国设计
师设计的一套名为“扫我”的宝石饰品，
以其美观与实用兼具，赢得大赛冠军。

这套首饰是51岁的泰国设计师
吉迪萨的作品，由方形二维码图案搭
配蓝色水滴状配饰的吊坠和耳环组
成。用手机扫描首饰上由宝石构成的
二维码图案，可以直达设计师的主
页。打开吊坠上的方块图形，可以在
内存放小张照片。

泰国珠宝学院院长楠塔温19日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介绍，本届
大赛的主题为“珠宝之外”，美观与实
用兼具将成为未来珠宝设计的一种趋
势。“我们希望看到珠宝首饰能具备比
美观更多的功能，体现出实用性，因此

鼓励世界各地的参赛者放飞想象力，
不局限于奢华的材质，去挖掘珠宝的
另一种美。”

在评选出的4套作品中，获得第二
名的是一套由宝石和银制成的口罩和
护耳套。25岁的泰国籍设计师帕提介
绍说，这套作品的灵感源自今年暴发的
新冠疫情，当口罩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
品，她希望用银饰和宝石为这一必需品
增添更多的审美可能。

世界珠宝设计大赛由泰国商业部下
属的珠宝首饰质量检测机构泰国珠宝学
院举办。这一赛事成为挖掘优秀本土设
计师、促进泰国及国际珠宝行业交流及
企业配对的平台。本届大赛从今年6月
5日起开始征集作品，至6月30日结
束。今年有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28个
国家和地区的352件作品参选。

泰国珠宝设计大赛
传递未来珠宝设计趋势

危地马拉总统
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新华社墨西哥城 9 月 18 日电
（记者吴昊）危地马拉城消息：危地马
拉总统府18日说，总统亚历杭德罗·
贾马太最近一次新冠病毒检测结果
呈阳性。

根据危总统府发表的声明，贾马
太近日进行第六次核酸检测后确诊感
染新冠病毒，正在接受医学监测与评
估。声明说，贾马太将以远程方式继
续工作。

贾马太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说，他目前症状轻微，没有发烧，只有

一点咳嗽。
另据当地媒体18日报道，危地马

拉文化部长费利佩·阿吉拉尔也确诊
感染新冠病毒。

据危地马拉卫生部门公布的数
据，截至18日，该国累计新冠确诊病
例84344例，累计死亡病例3076例。

危地马拉自今年3月13日确诊
首例新冠病例后采取一系列防控措
施。9月18日，危地马拉重新开放边
界，首都危地马拉城拉奥罗拉国际机
场开始起降国际航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