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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根据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作出（2019）川06执60号之八61
号之二、62号之二《执行裁定书》
和《协助执行通知书》，我局已将海
南新政房地产交易有限公司持有
的海口市国用（2010）第 002189
号土地证书项下的17756.19平方
米土地使用权过户给海口海腾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依据《土地登
记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现决定
注 销 海 口 市 国 用（2010）第
002189 号 土 地 证 书 项 下 的
17756.19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登
记。

2020年10月12日

●邢翠琼遗失《海口市美兰区下洋
瓦灶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
目征收货币化安置协议》和《海口
市美兰区下洋瓦灶片区棚户区（城
中村）改造项目集中购买住房、商
品用房协议》登记顺序号：1265、
1268，现场编号：BC149、BC152，
特此声明。
●孙洪国遗失《海口市美兰下洋瓦
灶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征收货币化安置协议》登记顺序
号：1265，现场编号：BC149-1，特
此声明。
●海南恒康置业有限公司遗失中
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暂
定资质证书副本一本，证书编号：
【2019】澄建房开证暂字第 0085
号，声明作废。
●澄迈臣山果菜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现声明作废。
●临高县农贸市场管理局遗失非
税交款书（电脑票四），票号：电子
票号：46902418000001388960，
纸质票号：0500830191；声明作
废。

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人民政府

通告
吴川鑫向我镇申请注销《乡村建设

规 划 许 可 证》（证 号 ：乡 字 第

460106202000009号），该建设项

目位于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富伟

村委会富雅村，根据《城乡规划法》

的有关规定，自通告之日起，该证

注销，不再具有法律效力。特此通

告。 2020年10月14日

●三亚荔枝沟陈俊旭食品配送部
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
可证编号：SJ46020000000869，
声明作废。
●海南优彤餐饮娱乐管理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儋州永茂实业有限公司遗失房
产证一本，证号：儋房权证马井字
第00273号，建筑面积：1384.56平
方米，现声明作废。
●潘宜辉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06199312280430，特此
声明。
●南宝镇武郎村委会武郎村民小
组遗失海南临高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宝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410033903301，声明
作废。
●本人陈可可不慎遗失海南恒大
美丽沙0601地块4号楼1201号
房 购 房 收 据 ，收 据 编 号:
HN0056920、 HN0056922、
HN0056924、HN0057388，声 明
作废。

●临高县农贸市场管理局遗失非
税交款书（电脑票四），票号：电子票
号：46902418000002515617，纸
质票号：0500830220；声明作废。
●临高县农贸市场管理局遗失非
税交款书（电脑票四），票号：电子
票号：46902419000015091987，
纸质票号：0505541479，声明作
废。
●王召堂遗失座落于秀英区永兴
镇永德村委会纯雅村集体土地使
用证，证号：海口市集用（2011）
047998号，声明作废。
●王召堂遗失座落于秀英区永兴
镇永德村委会纯雅村集体土地使
用证，证号：海口市集用（2011）
047987号，声明作废。
●刘小红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430721197306242806，特 此 声
明。
●韩少燕不慎遗失证件名称是“保
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执业证
编 号 是:0200074600008000201
8001916，现声明作废。

海府路一楼临街熟铺16800元/平
起，可按揭，18976307568。

遗失声明
海南强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信用
代码91460100095492369F）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
人私章，声明作废。
●海南易之嘉家具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9C2Y5J）遗失法
人（危杨洋）私章一枚，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土地通告 减资公告
海南我要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代
码 91469027MA5T4U3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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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1000
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100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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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孙
宝庆，电话13760604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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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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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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铺出售

●五指山天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为：J6410010401703，声明作废。
●陈容不慎遗失（王子源）骨灰存
放证，证号：海口殡仪馆临时宫左
架169号，特此声明。
●临高县农贸市场管理局遗失非
税交款书（电脑票四），票号：1.电
子票号：201807300002297，纸质
票号：0500830124；声明作废。
●临高县农贸市场管理局遗失非
税交款书（电脑票四），票号：电子
票号：46902418000003707338，
纸质票号：0505541014；声明作
废。
●临高县农贸市场管理局遗失非
税交款书（电脑票四），票号：电子
票号：46902418000004630133，
纸质票号：0505541065，声明作
废。
●临高县农贸市场管理局遗失非
税交款书（电脑票四），票号：电子
票号：46902419000012050514，
纸质票号：0505541356；声明作
废。

广告·热线：66810888

关注全球抗疫

全球新冠确诊病例数已突破
4000 万，疫情仍在多国肆虐蔓延。
与此同时，鼓励病毒在人群中自然
传播的所谓“群体免疫”论调却在一
些国家再次抬头。但无论从科学依
据、伦理道德还是从历史经验来看，

“群体免疫”这种消极抗疫的做法都
无异于掩耳盗铃，其本质是罔顾生
命，既不科学，更不道德。

群体免疫是一种用于疫苗接种
的概念，即人群中通过接种疫苗、对
某种传染病产生免疫力的群体所占
比例达到阈值，就可以使其他没有免
疫力的个体因此受到保护而不被传
染。必须强调的是，群体免疫是通过
保护人们不受病毒感染，而不是让他

们暴露于病毒中，来实现的。显然，
消极抗疫的“群体免疫”不科学。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强调，
在人类公共卫生史上，所谓“群体免
疫”从未被用作应对疫情暴发的一
种策略，更不要说大流行病了，通过
所谓“群体免疫”抗击疫情无论从科
学和伦理上来讲都有问题。

美国是当前全球疫情最严重的
国家。据美国媒体报道，白宫正在
考虑“群体免疫”，并支持鼓励病毒
在年轻人中自然传播的《大巴灵顿
宣言》。但这份宣言遭众多权威专
家严厉挞伐，被视为“十分危险”。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

斯·科林斯指出，鼓吹群体免疫只是
“顺应了混乱的当权派中某些人的
政治观点”。美国耶鲁大学公共卫
生学院流行病学家格雷格·贡萨尔
韦斯更是指出，让年轻人在这种蛊
惑人心的政策引诱下投入病毒的怀
抱，是“大屠杀”。

这份宣言 10 月初发表后不久，
就被多家媒体指出联合签名人员中
包含不少非公共卫生领域人员，还
有一些人员没有署名，甚至还有一
些虚假人名。此外，该宣言是在美
国经济研究所撰写并签署的，而非
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机构。多个美国
公共卫生机构发表联合声明说，《大

巴灵顿宣言》根本不是一份科学宣
言，而是一项政治声明，这会导致无
谓的、不必要的死亡。

国际权威期刊《柳叶刀·传染病》
杂志近日刊文指出，美国首例确认

“二次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表明，不
能依靠自然感染所获免疫实现群体
免疫，实现群体免疫需要安全有效的
疫苗和疫苗接种的有力推行。

目前，科学界对人体感染新冠
病毒后的免疫情况还不够了解，对
诸如免疫反应到底多强、能持续多
久，不同的人免疫反应如何等多个
方面都存有疑问。有研究显示，保
护性抗体反应可能“迅速衰减”。此

外，我们对病毒给患者造成的长期
健康影响了解不多，有效的疫苗和
治疗工具仍需开发，大多数国家的
绝大多数人目前仍然易感……在这
种情况下，消极抗疫的“群体免疫”
论调，必然导致更多生命受到威胁。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任
何一种流行病通过群体免疫的方式
得到有效应对。应对疫情没有捷径
和灵丹妙药，在有效疫苗推出之前，
只能借助综合解决方案。用谭德塞
的话来说，让一种人类尚未完全了
解的危险病毒自由传播，这完全不
道德。抗击新冠疫情，我们需要使
用“工具箱里的每一个工具”，坚持
那些已经被证明能有效控制病毒传
播和拯救生命的措施，而所谓的“群
体免疫”并不是一个选项。

（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

“群体免疫论”不科学也不道德

法国研究证明

托珠单抗治疗新冠
有一定效果

据新华社巴黎 10月 21 日电
（记者陈晨）法国卫生和医学研究
所20日发布新闻公报说，法国多
家医学研究机构经临床试验证实，
接受托珠单抗治疗的新冠患者对
呼吸机的需求更低，14天内病亡
率也更低。这一试验结果已于同
日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内科
学卷》上。

托珠单抗是一种阻断白细胞
介素-6受体的单克隆抗体，过去常
用于治疗类风湿关节炎。新冠疫
情暴发以来，包括中国在内一些国
家已临床试用托珠单抗治疗，并取
得一定成效。

法国卫生总署4月27日表示，
法国在治疗新冠患者的临床研究
方面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法
国巴黎公立医院集团观察到药物
托珠单抗在抑制“细胞因子风暴”
（即免疫系统过度反应）方面的显
著效果。

法国卫生和医学研究所说，新
发表的临床试验最终结果印证了
此前公布的初步试验结果。

公报还说，验证其他免疫调节
药物治疗效果的临床试验仍在进
行中，其中包括托珠单抗结合地塞
米松的疗法。

法国政府网站20日公布的数
据显示，法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
930745例，死亡33885例，目前有
12458名患者在医院接受治疗，其
中 2177 名患者在重症监护室接
受治疗。

据新华社伦敦10月20日电（记
者张家伟 金晶）英国帝国理工学院
20日发布公报说，研究人员计划开
展“世界首个”与新冠病毒有关的“人
体挑战试验”，以进一步了解病毒感
染机理，更加深入地验证候选疫苗的
有效性。

公报说，这个项目旨在遏制新冠
病毒的传播及其影响，减少因新冠造
成的死亡。该项目预计将于明年年
初实施，由帝国理工学院、英国商务、

能源与产业战略部、医疗公司hVI-
VO以及伦敦皇家免费国民保健制
度信托基金会合作开展。

据帝国理工学院介绍，该项目第
一阶段被称为“病毒特征研究”，旨在
研究让健康志愿者感染新冠病毒的
可行性。这一阶段研究计划招募年
龄18至30岁的志愿者，他们都不曾
感染新冠病毒，没有出现过相关症
状，无潜在健康问题，也没有已知的
新冠病毒感染风险因素，如心脏病、

糖尿病和肥胖症等。研究将通过缓
慢增加少数志愿者所接触的病毒剂
量，来评估引起感染并引发免疫反应
所需的病毒量。研究人员将跟踪记
录参与者当中的被感染者比例，以及
后者向外界传播的病毒量，以便更好
地了解感染过程。

这个阶段完成后，研究人员将基
于相关研究结果，通过试验进一步分
析候选疫苗如何在人体内发挥作用
及其怎样阻止病毒感染，探究相关治

疗方案的效果和人体免疫反应等。
所有参与项目的志愿者完成试验

后都需接受两次新冠病毒检测，只有两
次结果都为阴性的志愿者才能离开试
验场所。研究人员表示，确保志愿者的
安全是“人体挑战试验”的最优先考量。

帝国理工学院表示，这一研究项
目可帮助科研人员更好地评估接种
某种疫苗后被新冠病毒感染的风险，
还能高效对比不同候选疫苗的有效
性，有助于开发新冠疗法和疫苗。

为进一步了解新冠病毒感染机理

英国计划开展“人体挑战试验”

新华社华盛顿10月20日电（记
者谭晶晶）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20日发布报告说，美国今年1月底至
10月初额外死亡人数接近30万，其
中近20万例死亡因感染新冠病毒导
致，约占额外死亡总数的66%。

美国疾控中心将“额外死亡人
数”定义为在某特定地点和时间段
报告的超出预期的因各类原因死
亡的人数。报告研究了从今年1月
26日至 10月 3日美国额外死亡人
数的发展趋势和人口分布，显示这

期间全美共有 299028 例额外死
亡，其中 198081 例与感染新冠病
毒有关。

报告说，尽管在美国较高年龄组
中发生了更多的额外死亡，但与过去
几年相比，25岁至44岁的人群死亡

人数的平均增长率最高。5月至8
月，美国新冠死亡病例中的年轻人
增多。

报告指出，上述统计结果为评
估新冠导致死亡的严重程度提供了
更多信息，应采取更多措施预防新

冠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死亡。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

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
20日晚，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
过827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22
万例。

美国今年1月底至10月初额外死亡人数接近30万

美疾控中心：近20万因感染新冠病毒导致

美国称愿与俄罗斯举行会晤
以达成一项可验证军控协议

据新华社华盛顿10月20日电（记者刘品然）
美国国务院20日发表简短声明说，美方已准备好
与俄罗斯方面立即举行会晤，以达成一项可验证
的军控协议。

俄罗斯外交部当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俄
方尚未收到美方对俄提议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
约》延长至少一年的正式回复。俄罗斯准备与美
国共同作出政治承诺，在延长期内冻结双方核弹
头数量，以期得到美方就该条约延长一年的回
复。如果美方接受此方案，双方可在该条约延长
期内开展关于未来核军控问题的系列谈判。

俄总统普京16日向美国提议将《新削减战略
武器条约》无条件延长至少一年。美国总统国家
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同日回应说，俄方关于在
不限制核弹头数量条件下延长条约的提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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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俄2010年签署《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旨
在限制两国部署的战略核弹头和运载工具数量。
该条约将于2021年2月到期。为讨论延长该条
约相关问题，美俄代表今年6月开始举行了数轮
对话谈判，但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俄法总统通电话
讨论反恐合作等问题

据新华社莫斯科10月20日电（记者吴刚）俄
罗斯总统普京和法国总统马克龙20日通电话，讨
论加强反恐合作和深化两国协作等问题。

两国总统同意加强俄法在打击恐怖主义和反对
极端思想传播方面的合作。

两国总统还讨论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纳
卡）地区冲突问题。普京向马克龙通报了俄方为
防止冲突升级和尽快恢复和谈进程所采取的措
施。两国总统一致强调纳卡冲突各方遵守相关停
火协议的重要性。

两国总统同意加强俄法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
织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国机制和联合国安理会框
架内的协作，并深化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

法国宣布核潜艇
首次成功试射巡航导弹

新华社巴黎10月21日电（记者唐霁）法国国
防部21日发布新闻公报说，法国新型攻击型核潜
艇“叙弗朗”号20日在法国西南部比斯卡罗斯附
近的海上导弹试验基地首次成功试射巡航导弹。

公报说，“叙弗朗”号是法国新一代攻击型核
潜艇“梭鱼”级的第一艘，将于2020年底交付法国
海军，2021年开始正式服役。“梭鱼”级攻击型核
潜艇计划建造6艘，以取代目前在法国海军服役
的“红宝石”级攻击型核潜艇。

公报还说，20日试射的巡航导弹射程达数百
公里，可摧毁敌方位于陆地深处的基础设施。“叙
弗朗”号核潜艇成为首艘拥有这种常规打击能力
的法国核潜艇，能够对敌方进行持续打击，提高了
法军在战区的渗透能力。

法国国防部长帕利说，此次成功试射巡航导
弹，标志着“法国海军具备了新的战略打击能力”。

俄罗斯一架苏-34战机
在俄远东地区坠毁

据新华社莫斯科10月21日电（记者鲁金博）
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一架苏-34战机21日在俄
远东地区哈巴罗夫斯克市附近坠毁。

塔斯社援引俄罗斯东部军区消息报道，事故发
生时，这架飞机正在进行训练，飞行员弹射出舱后
安全着陆。飞机坠毁没有对地面设施造成损坏。

俄罗斯东部军区已派出调查小组赶往事故发
生地进行调查。

罗马尼亚新冠疫情防控规定，如果一个城市或地区每千人中确诊病例超过3例，即感染率超过
千分之三的警戒线，则自动成为“红色”区域。首都布加勒斯特新冠病毒感染率已超警戒线。图为
10月20日，在布加勒斯特，人们戴口罩等候进入银行。 新华社发

罗马尼亚首都
新冠病毒感染率超警戒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