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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纽约10月19日电 美国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19日发布的
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美国东部时间19日4时24分（北京
时间19日16时24分），全球累计新
冠确诊病例超过 4000 万例，达
40050902 例 ，累 计 死 亡 病 例
1113750例。

数据显示，美国是累计确诊病例
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累计确诊病
例 8154936 例 ，累 计 死 亡 病 例
219674例。累计确诊病例较多的国
家还有印度、巴西、俄罗斯、阿根廷等，
累计死亡病例较多的国家还有巴西、
印度、墨西哥、英国等。

这些数据来自约翰斯·霍普金

斯大学新冠病毒研究项目实时汇总
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

全球新冠确诊病例数仍在快速
攀升。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
数据显示，全球累计确诊病例6月
28日超过 1000万例，8月10日超
过2000万例，9月 17日超过3000
万例。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超4000万例

日本研究人员发现，新冠病毒
可在人体皮肤上保持活性长达9小
时，这一时长是流感病毒的5倍。

法新社 18 日报道，这项最新
研究结果本月发表于《临床传染
病》半月刊。日本研究团队从死亡
大约一天的遗体解剖样本中选取
皮肤做测试，发现引发流感的病原
体可在皮肤上保持活性大约1.8小
时，而引发新冠的病毒株存活时间
长达9小时。

“相比甲型流感病毒，（新冠病
毒）SARS-CoV-2可在人体皮肤上
存活9小时，这可能增加接触传播风
险，进而加剧疫情扩散，”研究报告
写道，“但（保持）手部卫生可降低这
一风险。”

研究显示，如果使用含酒精的
手部消毒剂，新冠病毒和流感病毒
都可在15秒内失去活性。

法新社报道，这项研究有力支
撑了世界卫生组织有关指南，即

应定期、彻底洗手以降低新冠病
毒传播风险。

世卫组织发布的疫情数据显
示，截至北京时间18日凌晨，全球
新 冠 确 诊 病 例 较 前 一 日 增 加
392471 例，累计确诊病例超过
3919.6万例；死亡病例较前一日增
加 6116 例，累计死亡超过 110 万
例。全球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连续
两天创新高。

闫洁（新华社微特稿）

研究显示

新冠病毒可在皮肤上存活9小时

印度卫生部19日公布的新冠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7550273
例，累计死亡114610例。

图为医务人员在印度新德里为一名女孩进行新冠检测取样。 新华社/法新

印度确诊病例超750万

俄罗斯希望与美国
就战略稳定保持对话

据新华社莫斯科10月19日电（记者鲁金博）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日说，尽管美国
拒绝了俄方提出的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无条
件至少延长一年的建议，俄罗斯仍希望与美方就
战略稳定保持对话。

佩斯科夫当天对媒体说，“我们希望在任何情
况下都与美国保持接触”，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
条约》将有利于为军控问题实质性谈判争取时间。

俄罗斯总统普京16日向美国提议将《新削减
战略武器条约》无条件至少延长一年。

美国白宫当天拒绝了俄方提议。美国总统国
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说，俄方关于在不限制
核弹头数量条件下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
提议“行不通”，美方提议将该条约延长一年，但其
间两国须限制各自核弹头数量。

伊朗防长：

伊已做好武器进出口准备
新华社德黑兰10月19日电（记者陈霖）伊朗

国防部长哈塔米19日表示，伊朗已经做好武器进
出口贸易的准备。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哈塔米说，伊朗
已经和一些国家就有关武器贸易问题进行磋商。
伊朗国防需求可以自给自足，其武器贸易将主要
针对出口方面。伊朗在陆军弹药、火炮、军舰、潜
艇等制造，以及无人机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进
步。伊朗生产的国防产品高效且价格合理。

根据联合国第2231号决议和伊核问题全面
协议，伊朗武器禁运协议于10月18日到期。伊
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宣布联合国对伊朗的武
器禁运即日起无条件自动终止，伊朗可以根据自
身防卫需求，从任何来源采购任何必要的武器和
装备，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政策出口防御武器。

10月18日，巴林与以色列签署联合公报，正
式建立全面外交关系。图为在巴林麦纳麦，以色
列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梅厄·本-沙巴特（前
左）与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前中）等出席协议签
署仪式。 新华社/巴林通讯社

巴林与以色列
正式建立全面外交关系

遗失声明
海南中坤渝安投资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信 用 代 码
91469005780725394B及公章、财
务专用章和合同专用章，声明作废。
●梅富贤遗失建筑施工特种作业
操作资格证，操作类别：建筑起重
司索信号工（初级），证号：琼
A032018000575，声明作废。
●海南华致信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丢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张树仁购买海南省澄迈县老城
经济开发区北一环路南侧后海温
泉小镇后海银帆D栋1016房，现
遗失后海温泉小镇后海银帆D栋
1016房的商品房认购书，认购书
编号：CML000102161，特此声明
作废。

●海南浩峰建材有限公司遗失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澄迈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31231901， 账 号 ：
46050100683600000440，声 明
作废。
●昌江盛大投资有限公司名下的
船名为“恒大棋子湾壹号”的适航
证（船检登记号：2015K0000802）
已遗失，特此声明。
●欧强不慎遗失用地位置于万宁
市万城镇万州大道西侧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证号:万规委建字第
(2018)34号，声明作废。
●欧强不慎遗失用地位置于万宁
市万城镇万州大道西侧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证号:万住建地字第
(2013)26号，声明作废。
●万宁万城睿轩汉堡店不慎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
编号:JY24690061884347，声明
作废。
●何丽梅遗失与郑州万向置业集
团2017年9月15日签订的海口美
兰项目内部定制确认书，声明作
废。
●周丁梅、唐南松遗失位于海南省
定安县定城镇见龙大道510号南
国怡景H2栋C单元801号房产证
一本，声明作废。
●澄迈金江多林冷库遗失工商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690276
00009856，现特此声明作废。

公告
我 公 司 拟 就 万 让 2020- 23 号

40.74亩工业用地建设钢结构项

目，分别邀请有资质中介机构进

行：1、制作可行性研究报告，费用

≦5万元；2、开展环境评估并制作

环境评估报告，费用≦5万元；3、进

行土地勘察，工作量为 730M左

右，费用≦100元/M。报名截止时

间为2020年10月27日，联系人：

陈先生13876690033

海建（万宁）新型房屋建设有限公

司

2020年10月20日

公告
兹有江西省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承建的文昌市公安局城北业务

技术综合楼工程已竣工验收。由

该工程所产生的人工及材料债务

暂未结清的债权人，请债权人在公

告之日起30日之内到我公司财务

部办理核算结款。逾期未申报者，

视为自动放弃向我公司主张权

利。特此公告 项目负责人:郭建

波，联系电话:13005023393

公 司 监 督 电 话: 0791-

86509999 0791-86505111

江西省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6日

●符芳刚遗失海南新建桥经济发
展有限公司开具的南海幸福城二
期7号楼16层1603房购房首付款
发票，发票号码：00114469，金额:
331974元。特此声明作废。
●儋州市财政局大成财政所遗失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一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12468873K334189
94M，声明作废。
●海南华沿职业培训学校遗失民
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524600000563580
87X，声明作废。
●东方振升实业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专用章，现声明作废。
●澄迈县山口中心幼儿园原公章
损坏，声明作废。
●汤继国不慎遗失东方广华实业
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4张和1
本《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房号：
东方碧海云天G2栋1402房，收据
编号为0001856金额:5000元整，
收 据 编 号 为 0000764 金 额:
118385 元整，收据编号为 DF：
0000564金额:287897元整，收据
编号为DF：0000565金额:35000
元整，合同编号：DFL000025522，
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联华展鸿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壹站饰品店遗失财务
专用章；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8180601，声明作废。

公告
三亚榆丰渔民专业合作社于2020

年 10 月 17 日召开社员大会中，

83.3%表决权社员认为郝小敏有

违反合作社章程的行为，并对合作

社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决定开除郝

小敏的社员资格，特此声明。

三亚榆丰渔民专业合作社

2020年10月20日

●李晓波购买海南省澄迈县老城
经济开发区北一环路南侧后海温
泉小镇后海银帆D栋1017房，现
遗失后海温泉小镇后海银帆D栋
1017房的商品房认购书，认购书
编号：CML000102254，特此声明
作废。
●海南龙裕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声明作废。
●海南源龙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
废。
●海口秀英吸引力冷饮店不慎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许可
证编号：JY24601050000878,声
明作废。
●孙世欣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码：65210119900217043X，特此
声明。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软件技
术专业2018年毕业生王顺，身份
证：341281199409091673遗失专
科学生档案，声明作废。
●杨晨不慎遗失准予迁入证明证
号：琼准字01204223号，特此声
明。
●欧强不慎遗失用地位置于万宁
市万城镇万州大道西侧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证，证号:469006201909
1704001，声明作废。
●彭文锐遗失海南恒大金碧天下
191-2405购房相关收据1张，编
号HN1830452房款，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减资公告
经五为农业项目投资（海南）有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100MA5RGR4U28）股 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
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伍
仟万圆整减少至人民币壹佰万圆
整，原债权债务不变，请债权人自
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
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
公告。联系人：修睿頔 电话：
18976173658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608908509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海
口
发
行
站

市
县
代
理
商

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92037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3876071190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8976695932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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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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讯
广场 扫码查阅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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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昆北路宏源大厦十二层960m2

出租,13907581152。

招租

认尸启事
2020 年 10 月 16

日，金贸派出所在

海口市金龙路逸

龙广场发现一未

知名尸骨，男性，

年龄30-40岁，中

等身材，体重 65

公斤左右，身高

170-175厘米，上

身穿绿色迷彩服，

下身深色长裤，足着凉鞋。望广大

人民群众积极提供线索，凡发现有

类似人员失踪，请及时与金贸派出

所联系。

联系人：梁警官 68530318

海口市公安局金贸派出所

2020年10月19日

公告
海南盛毅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符勰与被申请人你公

司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0〕第334号）定于2020年11

月24日上午9时开庭审理。因无

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在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口市西沙

路 6 号 ，联 系 电 话:0898-

66775828）领取应诉通知书、申请

书、开庭通知书等，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按时出庭，本委将依法缺

席裁决。

特此公告。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10月19日

讣告
海南中学退休老师陈元智于2020
年 10月 18日 16时 25分不幸逝
世，享年74岁。遵照逝者生前遗
愿以及家属的意愿，丧事一切从
简。定于2020年10月21日上午
10时在海口市殡仪馆碧海厅举行
遗体告别仪式。妻子：刘玉姬；儿
子：陈栋；女儿：陈瑾 泣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

关于征询权属异议的通告
海资规美兰(2020)814号

李布龙持《土地权属来源证明》、《房产证》等相关材料向我局
申请国有土地使用权权属确认。该宗地位于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
镇沿新北街，宗地四至为:东至沿新北街；南至李恩胜用地:西至巷
道；北至道路，土地总面积为124.34平方米，为国有土地，拟将该宗
地使用权权属确认给李布龙。

凡对上述土地权属有异议的，自本通告刊登之日起15个工作
日内，以书面形式并持有关证据到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
分局申诉，逾期不主张申诉则视该土地权属无异议。我局将依法
对土地权属进行确认。特此通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
2020年10月19日

(此件主动公开，联系人:赵女士，电话: 65360879)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文昌市城市规划委员会通过，我局拟按程序
修改《文昌市文城组团东·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L-09地块的规划
指标。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
公示时间：30天（2020年10月20日至2020年11月18日）。2、公示
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zrzj@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
昌市文城镇清澜开发区白金路2号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编
制室，邮政编码：571339；（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
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0898-63332128，联系人：林望。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0月20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文昌市文城组团东·北片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L-09地块局部用地
规划条件修改论证报告》公示启事

会展二期4#会展展馆整体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10HN0167

受委托，按现状对位于海口市民声东路1号万绿园壹号（海口
会展二期）项目4号会展展馆整体招租，建筑面积为3306.36m2，挂
牌价格为108元/月.m2，月租金总额为357,086.88元。租赁期限8
年, 以成交价作为首年月租金单价（每平方米价格），前两年租金
不变，第三年至第五年每年上浮5%，第六年至第八年每年上浮
6%。公告期：2020年10月20日-2020年11月16日。标的详情
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cn）、E交易网（www.ejy365.
com）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
系方式：海南产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
厦18楼)，电话：66558034黄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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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10月20日

广告·热线：66810888

泰国示威持续 总理愿意对话
泰国总理巴育·占奥差19日说，

政府不会在首都曼谷以外的地区延长
实施紧急状态。

上万示威者18日冒雨走上首都
曼谷街头，连续第五天举行大规模反
政府示威。巴育当晚表示愿意倾听民
众呼声，尊重示威权利。

政府声明“降调”

政府发言人阿努差 18 日晚在
一份声明中说，巴育关注正在蔓延
的示威活动，重申“政府愿意倾听
所有人的难题，继续在所有领域解
决问题”。

同时，巴育强调示威者必须遵守

法律，担忧别有居心者“煽动暴力”，下
令执法部门警惕“不法团体”利用示威
为自身牟取政治利益。

相比巴育前几天的表态，这份声
明有所降调。《曼谷邮报》报道，警方
16日用高压水龙驱散示威者，令巴育
承受舆论批评。

阿努差告诉路透社记者：“政府希
望对话，共同寻找出路。”

示威者18日不断转移聚集点，占
据胜利纪念碑和阿索克商业区等交通
枢纽。警方派出大批警员维持秩序，
示威者则分发装备，预备抵抗警方驱
散行动。但双方没有发生肢体冲突。
曼谷之外，泰国有约20个府当天也出
现类似示威。

国会拟纾民怨

彭博社报道，泰国国会主席兼下
院议长川·立派19日与朝野政党议员
磋商，讨论是否在11月1日国会复会
前，召开一次特别会议，以设法缓解反
政府示威浪潮。国会特别会议须得到
国王批准。

前总理英拉·西那瓦18日在社交
网站发文，呼吁巴育尽快采取适当措
施平息示威。按照英拉的说法，2013
年下半年，泰国爆发大规模街头示威，
时任陆军司令巴育问她是否能够继续
领导政府。最后她选择解散国会下
院、提前选举，将选择权交还民众。

巴育当时否认对政局施加影响，
次年5月发动政变，接管政权。

英拉写道，“今天，巴育也面对同
样情景”，希望对方“能够想起当年的
情景，尽快作出决定，让国家能够平静
下来，尽快恢复秩序并继续前进”。

局势走向不明

新加坡《联合早报》19日发表社
论，认为泰国政治局势正在急剧恶
化。泰国过去20多年政局一直不稳
定，但眼下这场运动对现任政府构成
更大威胁。按照文章的说法，相比以
往街头示威，这轮示威发起者和参与
者范围扩大，更基层化、年轻化。

新一轮反政府示威已持续三个
月，尽管泰国政府实施紧急状态、逮捕
数十名示威组织者，目前仍未见退
潮。示威者要求巴育政府下台、修改
有利于现政权的宪法条款，还公开批
评王室。示威者14日在曼谷民主纪
念碑一带围堵王后素提达的车队。《联
合早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行为，显
示示威进一步升级。

巴育15日宣布在曼谷地区施行
紧急状态。示威仍在继续，何时结束
难以判定。《联合早报》分析，目前未
必是决定泰国政局的分水岭时刻，局
势走向还将取决于各方政治势力的
博弈。

胡若愚（新华社专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