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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推动我市游艇产业发展，科学调整
功能区划，高质量建设三亚国际游艇港，在控制
性详细规划基础上，我局组织编制了《南边海游
艇聚集区研究与精细化城市设计及导则》，对该
片区的游艇产业及配套功能进行深化研究及规
划指标校核。现对规划成果的有关内容进行公
示，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和建议。根据《城市设
计管理办法》，公示时间为 30 日（2020 年 10 月
16 日至 11 月 14 日），若有意见请于公示结束前
反馈，详情请登录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
http://zgj.sanya.gov.cn查询。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 10月 15日

关于《南边海游艇聚集区研究
与精细化城市设计及导则》的

批前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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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环境空气质量日报

10 月 17 日，工作人员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独立广场附近喷洒消毒液。
马来西亚卫生部 17 日发布的新冠疫情数据显示，该国过去 24 小时新增确

诊病例 869 例，创疫情以来单日新增病例数新高；累计确诊病例 19627 例；新增
死亡病例 4 例，累计死亡 180 例；累计治愈 12561 例。 新华社发（张纹综摄）

美国2020财年财政赤字
创历史新高

新华社华盛顿10月 16日电（记者 高攀 许缘）
美国财政部1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大幅增加财政
支出应对新冠疫情影响，2020 财年（截至今年 9 月
30日）美国财政赤字达到创纪录的 3.13 万亿美元，
远高于上一财年的9844亿美元。

数据显示，2020财年美国财政收入约为3.42万
亿美元，略低于上一财年的3.462万亿美元；财政支
出约为6.552万亿美元，高于上一财年的4.447万亿
美元。2020 财年联邦财政赤字占美国国内生产总
值（GDP）的比重从上一财年的 4.6%升至 15.2%，创
1945年以来新高。

为应对疫情冲击，自3月以来，美国国会已出台
总额约3万亿美元的经济纾困法案。随着疫情持续
蔓延，美联储官员和经济学家都呼吁国会出台新一
轮财政救助方案，但白宫与国会两党议员对于救助
方案的细节仍存在较大分歧。

美国独立研究机构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主席马
娅·麦吉尼亚斯当天发表声明说，美国财政部数据
显示，2020财年美国公共债务达到21万亿美元，相
当于美国GDP的 102%；上一次美国公共债务超过
经济总量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

麦吉尼亚斯表示，经济复苏后美国应重视削减
债务，因为债务增长过快的经济不可持续。

日本首相菅义伟
向靖国神社献祭品

新华社东京 10月 17日电（记者 郭丹）日本首
相菅义伟 17 日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向靖国
神社供奉名为“真榊”的祭品。

17日是靖国神社秋季例行大祭第一天。日本众
议院议长大岛理森、厚生劳动大臣田村宪久、世博担
当大臣井上信治当天也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祭品。

据日媒报道，菅义伟在此前担任内阁官房长官
期间没有向靖国神社供奉过“真榊”祭品，此次供奉
祭品被认为是效仿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做法。

安倍晋三曾于 2013 年 12 月参拜靖国神社，此
后未再参拜，但每年会在春秋例行大祭期间供奉祭
品，在“8·15”日本战败日以“自民党总裁”名义供奉

“玉串料”（祭祀费）。
靖国神社每年 4 月和 10 月分别举行春季和秋

季例行大祭。受新冠疫情影响，今年大祭活动时间
由往年的3天缩短为2天。

靖国神社供奉着对侵略战争负有直接责任的二
战甲级战犯。中方坚决反对日本政要的错误做法，也
敦促日方切实正视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
划清界限，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本报讯（记者 卢智子）为传承
发展三亚油画艺术事业，提高全社
会对油画艺术的了解，10月 17日，
三亚市新一届油画家协会成立大
会召开。会上，选举出了相关理事
会及主席团。

近年来，三亚的油画艺术家不
断学习、蝶变、丰富，在国内各类展
览上屡获大奖，使三亚的油画事业

持续兴旺，整体水平不断提升。在
此基础上，三亚组建了新一届油画
家协会。据悉，该协会是在三亚市
文联指导下，由三亚油画工作者自
愿结成的学术性、非营利性和专业
性的人民团体。

三亚市油画家协会成立后，将
积极开展公益性美术展览及欣赏
讲座、研讨会等，积极培养三亚青

少年美术爱好者，增加美术创作的
新生力量，并参加省、市组织的美
术活动，增进交流，挖掘与扶持美
术人才等。

会议选举产生由 15 位油画专
业人士组成的三亚市新一届油画
家协会理事会；国家级室内装饰设
计师、三亚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邢
福能当选三亚市新一届油画家协

会主席，其作品多次参加省内外展
览并获各项奖项。

“我们将不断发展三亚油画艺
术事业，促进跨城市、跨地域、跨
国界的国际艺术交流，提升三亚
文化底蕴。”邢福能介绍，协会不
仅吸收了几十位国内实力派老中
青年油画家，还有创作研究成果
突出、有丰富组织活动经验和较

高艺术造诣的美术专业人才。协
会的成立为三亚美术界在活跃创
作、学术探讨等方面增添了新动
力。协会将引导青年油画创作工
作者扎根基层出精品，助推三亚
美术事业发展，为三亚在海南自
贸港建设中奋力打造新标杆提供
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7 日电 16
日全球疫情简报：美国新冠病例累
计超 800 万 世卫建议 5 个群体接
种流感疫苗

全球数据

世界卫生组织：截至欧洲中部
时间 16 日 16 时 11 分（北 京 时 间
16 日 22 时 11 分），全球新冠确诊
病例较前一日增加 383588 例，达
到 38789204 例；死亡病例较前一
日增加6007例，达到1095097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截至北京时间 17 日 6 时 23 分，全
球新冠确诊病例达 39169713 例，
死亡病例为 1101468 例。美国是
全球累计确诊和死亡病例数最多
的国家，累计确诊病例达 8039642
例，死亡病例为218448例。

新闻事件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
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
16日 13时 24分（北京时间 17 日 1
时 24 分），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已超
过800万例。

世卫组织 16 日表示，随着北
半球冬季临近，全球新冠病例不断
增加，季节性流感和新冠疫情共同
传播可能对卫生系统和卫生设施
构成挑战，建议孕妇、基础疾病患
者、老年人、卫生工作者和儿童 5
个群体接种流感疫苗。其中，卫生
工作者和老年人是新冠大流行期
间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优先群体。

世卫组织日前表示，由其主导
的新冠“团结试验”中期结果显示，
瑞德西韦、羟氯喹、洛匹那韦/利托
那韦和干扰素等疗法似乎对住院
患者的 28天死亡率或新冠病人的

住院病程影响很小或没有影响。
美国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等机构

的研究人员日前发现，感染过引发
普通感冒等疾病的其他冠状病毒的
经历，可能会减轻感染新冠病毒后
的病情严重程度。研究人员在美国
《临床检查杂志》上发表论文说，这
一发现对于了解人体对新冠病毒的
免疫反应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对
新冠疫苗研发有重要意义。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15
日在推特上说，因一名办公室职员
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她决定
从即日起进行自我隔离。这是冯

德莱恩近半个月来第二次自我隔
离。10月 5日她曾宣布短暂隔离，
原因是她此前访问葡萄牙时一名
接触者病毒检测呈阳性。

涉华动态

中国研究人员 15 日在英国期
刊《柳叶刀·传染病》上发表报告
说，他们对一种候选新冠病毒灭活
疫苗开展了1期和2期随机对照临
床试验，初步结果显示这种疫苗安
全并且能够在健康的志愿者身上
诱导产生免疫应答。

德总理呼吁
民众减少社交接触
避免疫情失控

新华社柏林 10月 17日电（记
者张毅荣）德国总理默克尔 17 日
说，德国目前处于“极为严峻”的新
冠大流行阶段。她呼吁民众大幅减
少社交接触，避免疫情蔓延失控。

默克尔当天在总理府的视频
播客中说，德国新增新冠病例数每
日跳跃式增长，疫情蔓延速度比半
年多前开始暴发时还要迅速，未来
数天乃至数周的应对情况将对今
年冬季和圣诞节前后的疫情发展
起关键作用。

默克尔呼吁德国民众大幅减
少社交接触，放弃一切不必要的旅
行和庆祝活动，尽可能待在家中。
她说，新冠病毒传播与人们的接触
和相遇次数有直接关系，如果每个
人能在一段时间内显著减少与非
家庭成员的接触，新增病例数不断
增多的趋势就有望停止甚至扭转。

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
究所1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
天零时，德国较前一日新增新冠确
诊病例7830例，创疫情以来单日新
增病例数新高，累计确诊 356387
例；新增死亡33例，累计死亡9767
例；尚有未治愈病例56620例。

美国新冠病例累计超800万

马来西亚
日增新冠确诊病例数创新高

三亚市新一届油画家协会成立

厚植三亚文化底蕴 助力自贸港建设
三亚旅游酒店行业协会工会联合

会首届羽毛球联谊赛开打

18支队伍比拼球技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10月 17日，三亚旅游酒

店行业协会工会联合会首届羽毛球联谊赛开打。
来自“大三亚”经济圈旅游酒店及其他旅游业态的
18支队伍在羽毛球赛场上展开激烈角逐。

“羽毛球是非常耗体力、耗热量的运动，可以燃
烧我的卡路里。”来自三亚银泰阳光度假酒店的参
赛职工小方一边说一边秀了一下自己的肌肉。他
表示，打羽毛球可以放松肩颈、释放工作压力，同时
也能锻炼心肺功能，减少患“三高”风险，好处非常
多。小方还告诉记者，“羽毛球运动量很大，但是不
容易受伤，是一项非常适合职工的运动。”

据悉，本次羽毛球赛设置了男子双打、男子单
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等项目，将用两天时间采取
团体赛分组淘汰的方式进行。

新华社苏州 10 月 17 日电
（记者 萧海川 吴书光）2020 中
超联赛第二阶段争冠组比赛 17
日在苏州继续进行，山东鲁能泰
山迎战老对手北京中赫国安。
双方各打出半场好球，得益于巴
坎布下半场连入两球，一度落后
的国安最终逼平对手。

开场后，攻击力不俗的国安
主导场上节奏，鲁能则放弃高位

逼抢、主动退守半场。久攻未果
的国安率先丢球，第 22分钟时，
国安外援巴坎布在禁区防守时
手球送点，佩莱主罚命中，鲁能
一球领先。第 36 分钟时，鲁能
突然改变防守节奏，多人前场围
抢国安球员得手，随后蒿俊闵带
球直插禁区、门前横传金敬道，
后者轻松打空门得手。半场结
束，鲁能2:0领先国安。

易边再战，国安首次进攻就
获得点球机会，主罚的巴坎布骗
过王大雷，将球打入球门上角，
为国安追回一球。士气大振的
国安随后用攻势压制住鲁能。
第 70 分钟时，李磊左路起球斜
传门前，又是巴坎布在两名鲁能
中卫之间抢点头球破门，帮助国
安扳平比分。

重回同一起跑线后，鲁能接

连换上莫伊塞斯和刘彬彬来加
强进攻。但球队整场表现不够
稳定，尤其是传接球方面失误偏
多。在比赛最后时刻，国安甚至
还有机会改写比分，所幸王大雷
发挥神勇高接低挡，2:2 的比分
被保持到终场哨响。

平局之后，两支球队谁能晋
级下一轮，还要看 10 月 22 日双
方次回合较量结果。

C罗回应质疑：
我从未违反防疫措施

新华社罗马 10 月 16 日电 确
诊感染新冠肺炎的葡萄牙球星克·
罗纳尔多（C 罗）16 日回应质疑，
称自己从未违反意大利防疫措施。

葡萄牙足协 13 日宣布，正在
随国家队备战欧国联小组赛的 C
罗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属于无症
状感染者，并在房间内单独隔离。
14日下午，C罗从基地乘救护车前
往机场，后搭乘救护飞机飞往意大
利。目前，C罗在位于都灵的家中
进行隔离。

“我从未违反防疫措施。”目前
效力于意甲尤文图斯队的 C 罗在
社交媒体上说。他表示，自己是获
得许可后才旅行的，同时已经避免
接触他人。

“在意大利，有些人说我不尊
重防疫措施。这纯粹是胡说。我
自己单独隔离在家，我的家人都在
另一层，我们无法接触。这样的情
况还会再持续至少10天。”C罗说。

意大利体育部部长斯帕达福
拉此前曾表示，他认为C罗和其他
队友离开隔离地点的举动违反了

相关防疫条例。“傲慢的”C罗撒了

谎，他本人的评论是建立于尤文图

斯俱乐部与都灵当地卫生部门的

沟通情况基础上发表的。

C罗需要检测结果转阴，才能

重新归队。按照欧足联规定，一名

球员的新冠检测结果转阴至少七
天后，才能参加欧足联赛事。

巴坎布救主 国安2:2逼平鲁能

CBA第一阶段：

浙江稠州金租
战胜

广东东莞大益
10 月 17 日，广东东莞大益

队球员赵睿（中）在比赛中带
球进攻。

当日，在浙江诸暨举行的
2020-2021 赛季中国男子篮球
职业联赛（CBA）第一阶段首
轮 比 赛 中 ，广 东 东 莞 大 益 队
113：138 不 敌 浙 江 稠 州 金 租
队。卫冕冠军遭遇“开门黑”。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