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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根据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南省应
急物资储备中心项目征地前期工作方案的通知》（琼中府办函
〔2021〕72号）文件，海南省应急物资储备中心项目拟征收位于湾岭
镇岭门村委会干埇坡村东南侧约500米处的深拉坳园，用地面积
339.045亩。经调查，在用地范围内发现许多坟墓，为顺利推进项目
建设，现就有关坟墓迁移事宜公告如下：

请涉及用地范围内的坟主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8月
30日前与湾岭镇政府自然资源和规划所联系，办理迁坟手续尽快择
日迁移。逾期不联系或者不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无主坟，将按无主
坟处理。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86305649 17889927309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人民政府

2021年8月13日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人民政府关于海南省
应急物资储备中心项目用地范围坟墓迁移的公告

根据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琼中县通
用机场项目征地前期工作方案的通知》（琼中府办函〔2021〕74号）文
件，琼中县通用机场项目拟征收位于湾岭镇乌石互通以西南斗岭以
东的乌石村委会福山村、南斗村、山尾村一带，用地面积535.779
亩。经调查，在用地范围内发现许多坟墓，为顺利推进项目建设，现
就有关坟墓迁移事宜公告如下：

请涉及用地范围内的坟主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8月
30日前与湾岭镇政府自然资源和规划所联系，办理迁坟手续尽快择
日迁移。逾期不联系或者不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无主坟，将按无主
坟处理。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86305649 17889927309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人民政府

2021年8月13日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人民政府关于琼中县
通用机场项目用地范围坟墓迁移的公告

海口江东新区JDQB-A02-20
地块等若干地块补充公示的启事

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见，根据海南省资规厅
有关要求,我局拟对江东新区起步区JDQB-A02-20地块等地
块规划修改情况进行补充公示。1.公示时间：30日（2021年8
月14日至2021年9月12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人民政府门
户网站（http://www.haikou.gov.cn/）、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官网（http://jdxq.haikou.gov.cn/）、江东新区管理局微信公
众号“自贸江东”、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
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至：hksjdglj@163.com；（2）
书面意见邮寄到海口市美兰区兴洋大道181号，海口江东新区
管理局规划统筹部，邮政编码：571127；（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
内反馈，逾期视为无意见。4.咨询方式：咨询电话：65686639，
联系人：刘鑫。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1年8月14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进行《文昌市东路镇总体规划（2018-
2030）暨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公示启事
《文昌市东路镇总体规划（2018-2030）暨镇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经文昌市城市规划委员会第71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我局现按程序
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30天（2021年8月14日至2021年9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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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8月14日

本院依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南国际仲裁院(2021)海仲案字第
233号裁决书及权利人的申请，于2021年7月13日立案执行申请执
行人黄绍进与被执行人陈才寿、吴庆暖、陈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
仲裁过程中，因黄绍进申请诉前保全，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于2021
年1月20日作出(2021)琼0107财保7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被执行人
陈才寿名下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兴丹路12号夏瑶花苑13层1-1303房
【不动产证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353676】。因被执行人拒不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将对上述查封财产予以处
置。如对上述财产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或张贴之日起10 日内以
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
依法处置上述财产。特此公告

联系人：唐法官 联系电话:089836660513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1)琼01执2029号之一遗失声明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行遗

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于

2019 年 3 月 14 日 出 具 的 编 号 为

460000001373，金额为人民币490000元的

单位定期存单正本，现声明作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行

2021年8月13日

“救人”和“救市”
哪个更重要？

近日，美国某些媒体质疑中国抗疫政策，声称
中国奉行的防疫政策将导致“中国长期与世隔绝”
云云。然而，对中国防疫的无端质疑，并不能掩盖
美国抗疫失败的严峻现实。

事实一再印证中国防疫策略的科学性、有效
性。疫情防控的中国策为经济持续复苏提供了有
力保障，中国不仅不会被孤立，未来还必将更紧密
地与世界联系在一起。最新财报显示，多家跨国
公司上半年在中国市场继续取得不俗业绩，对中
国市场的信心和投资意愿持续增强。

只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不难看清“中国答
卷”多么来之不易。事实是，中国政府科学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率先复工复产，成为去年
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今年以
来，中国经济增速在全球持续处于领先水平，截至
7月，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连续14个月保持同比
正增长。

再看看美国，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美国铁定
是“全球第一抗疫失败国”。美国拥有世界一流的
医疗资源，新冠确诊和死亡病例却双双排名世界
第一。本国抗疫失败的事实就摆在那里，美国某
些媒体却对中国防疫政策提出无端质疑，其傲慢
和嫉妒交织的心态暴露无遗。

政治体制和价值观的内在缺陷，让美国注定
逃脱不了抗疫失败的厄运。政客为营造有利于自
己的选情，刻意淡化疫情风险，坐失防控疫情的黄
金机遇期；党争造成的“否决政治”导致各级政府
相互掣肘、层层推诿，防疫抗疫机制运转失灵；种
族歧视、贫富分化等社会顽疾，造成疫苗分配不
均、疫情防控漏洞百出；为推诿自身责任、转移民
众怒火，一些政客不惜炮制谣言、妨害国际抗疫合
作……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
效，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非凡领导力和中国的制
度优势。经历疫情的洗礼，中国人对自己的道路、
理论、制度和文化更加自信。人们不会忘记，面对
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中国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无数人以生命赴使
命、用挚爱护苍生，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
构筑起守护生命的铜墙铁壁。

中国抗疫始终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
念，坚持生存权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反观
美国，某些政客把老弱病穷当成抗疫负担，把“救
市”看得比“救人”重要，他们嘴上鼓吹“保护人
权”，行动上做的却是“保护金权”。深挖美国抗疫
失败根源，好好揭露本国抗疫的伪善“双标”，恐怕
才是一些美国媒体该做的正事。

(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记者李蓉 韩冰)

美国新冠疫情近期猛烈反弹，而
反口罩、反疫苗等抗疫乱象层出不穷，
给美国应对疫情带来障碍和挑战。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抗疫乱象背
后是政治对科学的干预以及严重的社
会撕裂。美国难以遏制疫情，不仅有
策略性问题，还有制度性原因。

疫情严峻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

示，截至11日，美国7日平均日增新
冠病毒感染病例超过11万例，7日平
均日增死亡病例接近500例。全美现
有超过2500个县被认定为四档病毒
传播等级中最高的“高”传播等级地
区，占到全国所有县的近80%。该中
心预测，美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数或
于9月初达到66.2万例。

据美国媒体报道，佛罗里达、阿肯
色、路易斯安那等州因感染新冠病毒
需要入院接受治疗的人数大幅增加，
已创疫情暴发以来最高水平，使得当
地医务人员和医疗资源越发捉襟见
肘。在俄克拉何马州，郊区医院正面
临“床位危机”，不少重症病人难以及
时获得治疗。

新一轮疫情的推手是高传染性变异
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其影响在疫苗接

种率较低的地区尤为明显，这些地区的
疫情比疫苗接种率高的地区更为严重。

美疾控中心前主任汤姆·弗里登
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美国新一轮疫情
主要发生在未接种疫苗的人群中。对
于已接种疫苗的人，德尔塔毒株带来
的风险比未接种者面临的风险低得
多。已接种疫苗的人即便感染，病情
发展为重症的可能性也小得多。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
长安东尼·福奇日前指出，美国新冠疫情
目前形势严峻，扭转疫情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尽快让尽可能多的人接种疫苗。

随着疫情恶化，美疾控中心7月底
还更新了戴口罩建议，建议未接种疫苗
者在所有室内公共场所戴口罩，建议已
完成疫苗接种者在“高”或“可观”病毒
传播等级地区室内公共场所戴口罩。

乱象丛生
尽管美国卫生当局和专家建议和

呼吁人们戴口罩、打疫苗，但反对这样
做的大有人在。

一些由共和党人执政的州对下级
政府以及学区自主实施戴口罩令加以
限制，导致下辖一些县、市及学区只能

“违规”要求人们戴口罩。比如，佛罗
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此前签署
行政令，禁止学校强制戴口罩，称应由
父母为孩子做决定。在得知该州一些

校领导打算要求学生在学校戴口罩
后，德桑蒂斯办公室还发表声明威胁
冻结这些人的薪水。

其他反口罩案例还包括：在得克
萨斯州，达拉斯县的戴口罩令正面临
州政府挑起的官司；在田纳西州纳什
维尔市，数百名抗议者日前聚集示威，
抗议当地教育部门要求小学实施戴口
罩令的决定；在犹他州，一些景区巴士
司机提醒乘客戴口罩时经常被辱骂，
不少人因此辞职，等等。

反疫苗人士也借机煽风点火。美
国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玛乔丽·泰勒·
格林日前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表接种
疫苗和戴口罩对防疫没有帮助的言论，
随后被相关平台禁言一周。此外，美国
保守派媒体一些主持人和嘉宾近期散
布疫苗怀疑论的节奏也有所加快。

美国贝勒医学院专家彼得·霍特
兹近期撰文指出，在一些政治势力的
推动下，美国反科学浪潮高涨。美国
公共卫生局前局长杰罗姆·亚当斯评
论，政治正在妨碍公众健康保护工作，
这让人深感不安。

何以至此
美国抗疫乱象极大影响了对新一

轮疫情的防控效果，也让不少专家和学
者再次反思美国为何难以遏制疫情。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前局长斯

科特·戈特利布在即将发布的新书中
指出了美国抗疫的一系列问题：政府
相关机构在疫情暴发后大面积失灵，
导致国家没有看到威胁来临，无从有
效应对；领导力不足，过度依赖昂贵且
容易制造分裂的策略；从未考虑过无
症状传染问题，并假定公众会遵守防
疫规定，等等。

《科学美国人》文章指出的美国抗
疫失误则包括：淡化新冠病毒的危险；
政客主导信息发布，让专家旁观、难以
发声；检测缓慢且有缺陷；追踪、隔离

等措施力度不足；让戴不戴口罩沦为
政治话题；放任疫情加剧结构性种族
歧视下的经济和医疗不平等。

此外，一些专家还指出美国政治
制度在应对疫情中的缺陷——各地抗
疫措施缺乏协调，州政府之间、州政府
与联邦政府之间龃龉不断，难以形成
强有力的国家抗疫战略。美国加利福
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教授莫妮
卡·甘地评论，美国的治理体系让其在
应对疫情时面临巨大障碍。

（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疫情恶化凸显美国抗疫乱象

因德尔塔毒株传播，美国新一波
新冠疫情来势凶猛，儿童确诊病例数
也呈上升趋势。此轮疫情反弹恰逢秋
季开学季，但就学生到校要不要戴口
罩等问题，美国各界依然未能达成统
一意见。

儿童病例增多
近期，美国新冠病例激增。根据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美
国近来多日的单日新增病例数超过
10万，处于近半年来的高位。卫生专
家表示，许多成年人放松警惕，不戴口
罩、不接种疫苗，给儿童形成了“非常
危险”的环境。

美国儿科学会9日发布的报告显
示，在7月29日至8月5日期间，美国

共有约9.4万名儿童确诊感染新冠，
“儿童确诊病例数自7月初以来呈持
续增长态势”。截至5日的一周，儿童
病例已占美国每周报告的新冠确诊病
例的15%。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
也显示，儿童病例新增住院人数7日
平均值这个指标在近日创下了239人
的新高。全美各地儿童医院承受巨大
压力，南方的路易斯安那州、得克萨斯
州一些地方已出现病床紧缺情况。

斯坦福大学儿科和传染病学教授
伊冯娜·马尔多纳多说，因为12岁以
下儿童目前无法接种疫苗，且德尔塔
毒株具有很强的传染性，该年龄群体
的感染人数在增多，“病毒在追踪未接
种疫苗的人”。

防疫意见不统一
此次疫情反弹打乱了美国许多学

校的开学计划。据报道，因出现病例，
亚特兰大郊区一所小学的所有5年级

学生11日重回在线上课模式；佛罗里
达州棕榈滩县20多所学校10日刚开
学，仅两天后就有440名学生被隔离。

但就如何保护返校学生，如是否
要强制戴口罩，美国各界没有达成统
一意见。截至12日，美国路易斯安那
州、特拉华州等10多个州要求返校学
生必须戴口罩；而佛罗里达州、亚利桑
那州等近10个州则持不同态度。佛
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发布行
政令，禁止学校强制学生戴口罩，该州

800多名医生联名发表公开信要求取
消这个行政令。

家长对戴口罩的意见也不统一。
根据美国凯泽家庭基金会11日公布
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在美国学龄儿
童的家长中，约63%的人表示，他们
孩子的学校应该要求未接种疫苗的学
生和教职员工戴口罩；约36%的家长
表示，学校不应要求未接种疫苗的人
戴口罩。

美疾控中心主任萝谢尔·沃伦斯
基12日说，保护学校的最好办法是，让
每一位能接种疫苗的人接种疫苗，让
无法接种疫苗儿童的家人接种疫苗，
并且在学校遵循戴口罩等防疫措施。

（新华社华盛顿8月13日电 记者
杨士龙）

美国开学季遇上疫情反弹
儿童确诊病例增多

国际观察

新华国际时评

8月7日，游行者手举条幅走过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大桥，以纪念新冠逝者。
新华社/路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