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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天下

拉舍特当选德国执政党主席
有可能接替默克尔成为德国新总理

德国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16日举行选举，59岁的北莱茵·威斯
特法伦州州长阿明·拉舍特当选为党主席,有可能接替默克尔成为德国新总理。

图为1月16日在德国首都柏林拍摄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当选主席
阿明·拉舍特在基民盟线上党代会上讲话的视频直播画面。 新华社发

遗失声明
海口市琼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不

慎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U460098083、 U460098084、

U460098085、 U460098086、

U460098087、 U460098088、

U460098089、 U460098090、

U460098091、 U460098092、

U460098093、 U460098094、

U460098095、 U460098096、

U460098097、 U460098098、

U460098099、U460098100，特此

声明作废。

●王毅不慎遗失身份证，证号：

511324198803017071，现特此声

明。

●薛静不慎遗失海南宝名置业有

限公司白金海岸二期 2#1807 房

（3371 元）收 据 一 张 ，编 号 ：

7921733，特此声明作废。

广告·热线：66810888

遗 失减资注销

注销公告
海南现代职业研究院拟向海南省
民政厅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
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院办理相
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海科职业培训中心拟向海南
省民政厅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
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中心办
理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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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集团诚招
海南全岛房产项目、收购、合作开
发、包销等。电话：18976712666。

招 商

新春好礼万宁港北马鲛鱼
订购热线13198961639

出售礼品

上市公司支撑，医疗健康综合型
服务平台，现诚邀海南省 35 位
合伙人。诚邀热线：13707580171、
17789765551

诚邀合伙

供 求

定安福园寻找老客户
原定安福园公墓已由海南荣承接管
更名为忆庐生命文化纪念园，期盼老
客户和我们联系4000-600-992

求购房产

求购房产
海南全省

3000-30000m2 作企业培训基地

杨先生13983099971价格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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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售

琼山五小对面旺铺急售18708991932

●琼海潭门福田农资店遗失公章

和法人章各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杨文华遗失国有土地使用证，证

件编号：海口国用（93）字第20134

号，声明作废。

●海南银河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编

号：JY14690291132963；公共场

所卫生许可证，编号：保卫公证字

〔2016〕第C025号，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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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全球抗疫

累计死亡病例较多的国家还有巴西、印度、墨西哥、英国和意大利
等，累计确诊病例较多的国家还有印度、巴西、俄罗斯、英国和法国等

（据新华社纽约1月15日电）

美 国 约 翰
斯·霍普金斯大
学 15 日发布的
新冠疫情统计数
据显示，全球累
计死亡病例超过
200万例。

今年年初以
来，世界多国加
强保持社交距
离、入境管理等
防控措施，并启
动新冠疫苗大规
模接种。然而，
全球疫苗需求缺
口巨大、新冠病
毒在世界多地出
现变异，全球抗
疫前景短时间内
依然难言乐观。

联合国秘书
长古特雷斯在一
份视频声明中指
出，200 万例这
一节点“令人心
碎”，“为了纪念
这 200 万 个 生
命，世界必须加
大力度，更加团
结，携手抗疫”。

数据显示，全球累计确诊病例迄今已
超过 9300 万例。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和死
亡病例均为全球之最，分别是2300多万例
和近39万例；印度、巴西累计确诊病例数
位列全球第二、三位；欧洲遭遇疫情大反
扑，再度成为“震中”；拉美、非洲累计确诊
病例数分别超1500万例和300万例……

开年以来，全球累计确诊病例数持续
大幅攀升，死亡病例数也居高不下。有英
国媒体统计，进入 2021 年，新冠病毒平均
每天夺去超过11900个生命。

病毒出现变异让疫情更趋复杂。自去
年年底英国报告发现传播能力更强的变异

病毒以来，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报告了英
国发现的变异病毒感染病例，一些国家还
发现了其他版本的变异病毒。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
克卢格日前指出，进入 2021 年，世界拥有
了疫苗等应对新冠疫情的新工具，但同时
也面临病毒变异等新挑战。变异病毒传
染性更强，如果不加强控制以减缓其传
播，将对当前已承压的医疗系统产生更大
影响。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新冠疫情负
责人亨利·沃克则认为，随着时间推移，可
能会有更多变异病毒。

病毒变异考验抗疫启示 1

令疫情防控雪上加霜的是，疫情政治
化、病毒标签化、“疫苗国家主义”等行径令
全球团结抗疫之路荆棘丛生。

在疫情最严重的美国，愈演愈烈的社
会分裂令抗疫漏洞百出。围绕防疫措施、
复工复产、疫苗接种、医疗资源分配等问
题，各州之间、地方政府和联邦政府之间难
以协调，而单边主义、“甩锅”推责的做法严
重干扰全球抗疫大局，“美国优先”成为全
球抗疫合作“绊脚石”。美国政治风险咨询
公司欧亚集团日前发布的“2021年世界十
大风险”报告中，新冠危机等多项全球风险
都与美国脱不了干系。

此外，虽然新冠疫苗的问世和大规模
接种给世界战胜疫情带来希望，但至少目
前全球疫苗需求还面临巨大缺口。古特雷
斯敦促疫苗生产商作出承诺，确保疫苗足
量供应和公平分配。

古特雷斯还很担心“疫苗国家主义”问

题。他表示，虽然各国政府有责任保护本
国人民，但奉行“疫苗国家主义”适得其反，
将推迟全球经济复苏。

“疫苗国家主义”或者说“疫苗民族主
义”问题令国际社会十分担忧。美国兰德
公司去年底一份报告披露，部分发达国家
在国际上大量采购疫苗，这不仅令经济不
发达国家因难以获得疫苗而无力控制疫
情，更会扰乱全球抗疫大局。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本月 8
日也在记者会上表示，新冠疫苗在高收
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间的公平分配
正成为主要挑战。目前有 42 个国家正
在推广新冠疫苗接种，其中 36 个是高收
入国家，其余 6 个是中等收入国家。而
低收入国家和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仍
未开始接种。

（据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 记者柳
丝 刘健）

罗马尼亚一名宪兵在接种新冠疫苗。新华社/美联

一名东京男子戴口罩经过奥运五环标识。新华社发

德国慕尼黑市民戴口罩乘地铁。 新华社发

1月15日，国民警卫队队员与警察在美国华盛顿白宫附近警戒。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就职典礼将于1月20日在首都华盛顿特区举行。连日

来，华盛顿特区中心地带的安保措施日趋严密，国会大厦四周竖起高高围栏，围
栏内外有众多国民警卫队队员持枪巡逻。 新华社/路透

美国加强总统就职典礼安保

据新华社马尼拉1月16日电
（记者袁梦晨 杨柯）近日，包括总
统杜特尔特在内的多名菲律宾官
员公开表态，认为中国新冠疫苗安
全有效。

杜特尔特13日晚在全国电视
讲话中说，菲政府计划采购的中国
新冠疫苗质量好，“如果他们的新
冠疫苗不足够安全可靠，那中国是
不会冒险（生产这些疫苗）的”。

菲律宾总统发言人哈里·洛克
14日在总统府新闻发布会上说，中

国国药集团和中国科兴公司生产的
新冠疫苗采用了灭活疫苗技术，灭
活疫苗的技术路线稳妥安全，“我愿
意选择接种中国的新冠灭活疫苗”。

菲卫生部近期表示，菲政府正
在同多国制药公司商谈购买新冠
疫苗事宜，已与中国科兴公司达成
采购意向，计划从科兴采购2500
万剂新冠疫苗。菲律宾食品和药
物管理局说，已收到科兴公司提交
的新冠疫苗紧急使用申请，预计最
快在2月给予紧急使用许可。

据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月16
日电 首批100万剂由中国国药集
团生产的新冠疫苗当地时间16日
上午运抵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
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卫生部
长隆查尔以及中国驻塞大使陈波
前往机场迎接这批疫苗。

武契奇在迎接仪式上说，这
批疫苗是塞中两国“伟大友谊的
证明”，将为 50 万人提供保护。
他同时宣布，自己也将接种中国
疫苗。武契奇说：“我相信中国疫

苗的质量。”
陈波表示，中国是首个承诺把

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国
家。她说：“我相信，中国疫苗将为
塞尔维亚抗击新冠疫情作出贡献。”

据当地媒体报道，塞尔维亚已
经和多家疫苗厂家达成800万剂
新冠疫苗的采购协议，采购包括中
国国药集团疫苗、俄罗斯“卫星V”
疫苗以及美国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联合研发
的疫苗。

菲律宾总统公开表态:

中国新冠疫苗安全有效
塞尔维亚总统亲临机场：

迎接首批100万剂中国疫苗

国际观察

全球新冠死全球新冠死亡超 万万200
联合国秘书长:“令人心碎”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15日发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5日12时22分（北京时间16日1时22分）

全球累计死亡病例达2000905例

数据
显示

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增至93418283例
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均为全球最多

分别为23362050例和389581例

⬆ 1月16日，一名印度医护人员准备给病人注射新冠疫苗。新华社/法新

美国全国步枪协会15日向法院
申请破产保护，以期规避纽约州总检
察长对这个美国最大拥护持枪游说团
体提起的诉讼。

全国步枪协会向得克萨斯州达拉
斯市联邦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宣
布打算在得州重组，声称是为“逃离纽
约州腐败的政治和监管环境”。

美联社报道，全国步枪协会的破产

申请列出1亿美元至5亿美元资产和1
亿美元至5亿美元负债。不过，全国步
枪协会仍然声称“处于多年来财务状况
最强劲状态”。美国新冠疫情恶化令全
国步枪协会承受经济压力，协会筹集到
的钱款减少，去年裁减数十名职员。

全国步枪协会是美国影响力最大
的游说团体之一，支持现任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 包雪琳（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申请破产保护

据新华社瑞士1月15日电（记
者周欣 马向菲）15日，瑞士联邦最高
法院发布新闻公告，详细解释此前支
持孙杨诉请、撤销国际体育仲裁法庭
对于孙杨处以8年禁赛处罚的原因。

在公告中，瑞士联邦最高法院认
为孙杨的举证合规有效，通过对孙杨
案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仲裁小组主席
弗拉蒂尼的个人言论调查发现，他存
在种族歧视并充满暴力，言论曾明确

指向中国人的肤色。尤其是在他被
任命为孙杨案仲裁小组主席之后，仍
然发表了很多充满种族歧视和偏见
的言论。

因此，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支持孙
杨对弗拉蒂尼领导的国际体育仲裁法
庭仲裁小组公正性的质疑，撤销此前
对于孙杨的8年禁赛处罚决定。

接下来，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将重
组仲裁小组，重新审理孙杨案件。

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宣布孙杨举证有效
仲裁小组主席存偏见

印尼地震死亡人数升至42人

1月15日，在印度尼西亚西苏拉威西省首府马穆朱，一名男子在地震搜救
现场为遇难的亲属哭泣。印尼西苏拉威西省当天凌晨发生的6.2级地震已致
42人死亡。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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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抗疫方是正道启示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