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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广场 联系电话：18708985058 地址：三亚市天涯区解放四路 1085 号新闻大厦一楼广告运营中心

商讯众享，便民利民 （每周一至周五刊登）

■遗失声明 200元/条（超过50个字整条按字数5元/字）；
一个证（正本、副本）380元/条。注销公告 360元/条

广告咨询热线
0898-31885668

★三亚凤凰喜喜香港茶餐厅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许可证编号：JY24602000012277，现声明作废。
★三亚市崖州区抱古村香水莲花农民专业合作社遗失
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420005597702，现声明作
废。

★海南家鑫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
明作废。
★三亚市崖州区书法家协会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符亚草遗失集体土地房屋权证，证号：三集土房
（2013）字第00213号，现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3 月 30 日，世界卫生组织在
日内瓦正式发布中国—世卫组
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
（以下简称“溯源报告”）。报告
确认了此前武汉发布会上的重
要结论：新冠病毒通过实验室引
入人类“极不可能”。这是一次
科学对美国炮制的阴谋论的迎
头暴击。

同日，美国纠集了13个国家
发表联合声明，对溯源报告提出

“质疑”。白宫新闻秘书点名指
责“中国不透明”，几家美国大媒
体也叫嚣着向中国“追责”。对
此，参与溯源联合研究的中外专
家和有良知的外国媒体，纷纷谴
责一些国家政治操弄溯源报告
的企图，一致呼吁世界各国尊重
科学和科学家的研究成果。

“科学家为在中国
的工作辩护”

签署质疑中国—世卫组织新
冠病毒溯源联合声明的国家，除
美国外，还有澳大利亚、英国、加
拿大、捷克、丹麦、爱沙尼亚、以
色列、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
挪威、韩国和斯洛文尼亚等 13
国。

这是继前不久就所谓“新疆
人权问题”联合盟友制裁中国之
后，美国政府第二次对中国发起

“盟友联合行动”。
《华尔街日报》刊文称，微妙

的是，上次涉疆制裁冲在前面的
欧盟，此次其成员国中的大多数
并未加入美国主导的联合声明。

一些美国媒体的报道，充满
了对溯源报告的无理指责，通篇
都是对溯源报告未把中国定为

“有罪”而发泄不满。明明中国
是第一个和世卫组织联合开展
溯源研究的国家，但《纽约时报》
却称“一再阻碍世卫组织调查的
中国是否会（进行下一步）合作
尚不明确”。

世卫组织在武汉的溯源联合
调查行动是由独立的国际专家
完成的。世卫组织的官网上清
楚地写着，世卫组织关于新冠溯
源的国际团队成员包括来自丹
麦、英国、荷兰、澳大利亚、俄罗
斯、越南、德国、美国、卡塔尔、日
本等 10个国家的科学家，还有 5

名世卫组织专家、2 位粮农组织
（FAO）代表和 2 位世界动物卫
生组织（OIE）代表。

显而易见，这些专家的国籍
与 14 个发表声明质疑溯源报告
的国家有不少重合。这再一次
暴露了疫情发生以来一些西方
国家政治家和科学家的严重对
立。

据法新社报道，在溯源报告
遭质疑后，科学家们“在推特上
捍卫世卫组织的调查”。参与溯
源研究的英国动物学家彼得·达
萨克近期一再发表声明，谴责将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归咎于中
国实验室的企图。他在推特上
对中国的合作表示称赞，并称所
谓对溯源报告的质疑是“由一些
媒体引导的纯粹政治行为”。

“科学家为在中国的工作辩
护。”德新社报道称，专家组成
员、荷兰病毒学家库普曼斯驳回
关于专家组无法在中国自由工
作的说法，称她和整个团队均无
此感受。

另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参
加溯源研究的越南科学家洪阮
越称，武汉病毒研究所是“一个

很好的实验室，井井有条”，他与
那里的中国科学家进行了热烈
的讨论和合作。专家组一致认
为，实验室泄漏是“病毒最不可
能产生的途径”。

德国新闻电视台称，世卫组
织传染病部门负责人海曼赞赏
中国向他的小组提供了大量和
及时的信息。在世卫组织 3 月
3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世卫组织
联合专家组外方组长安巴雷克
等感谢中国政府和科学家为此
次溯源合作提供的支持。

“溯源问题政治化
破坏全球抗疫”

3 月 31 日下午，中方专家组
在北京就世卫组织新冠病毒联
合溯源研究报告有关情况举行
发布会，并回答国内外媒体提
问。

当被问到如何看待 14 国发
表的共同声明时，中方专家组组
长梁万年说，说中国没有提供

“原始数据”是不成立的，至于数
据完整性，他表示“任何一项研

究，谁都不敢说他所收集的资
料、他所掌握的信息就是百分之
百的完美、完整、无懈可击”。

“ 这 是 一场肮脏的政治游
戏”，俄罗斯红星电视台发表评
论称，无论世卫组织对新冠病毒
起源的结论如何，美国都会找理
由将责任归咎于中国，“对他们
来说，重要的是，中国开始在世
界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
此，需要首先考虑如何阻止中国
的发展”。

俄罗斯《独立报》援引俄科学
院远东研究所代所长马斯洛夫
的话说，世卫组织发布报告后，
美国可能煽动围绕“世卫组织
由中国控制”这一主题的舆论
声势，并宣称这份报告无法被
信任。该报评论称，中国清楚
西方对中国的指控不会停止，
因为攻击中国他们从不需要证
据。但中国不会接受任何无理
的攻击。

“世界社会主义”网站刊文
称，溯源报告是对美国某些人宣
传该病毒“起源于武汉实验室”
谎言的毁灭性打击。文章称，

“武汉实验室”谎言背后是资本

主义大国的统治精英希望将这
场大流行的责任从自己的灾难
性政策转嫁到中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表示，溯源是科学问题，应该由
全球科学家合作开展有关工
作。将溯源问题政治化的行径
只会严重阻碍全球溯源合作，破
坏全球抗疫努力，导致更多的生
命损失。这同国际社会团结抗
疫的愿望背道而驰。

“溯源工作应该基
于全球视野”

溯源报告对后续病毒溯源
工作提出建议，包括成立全球专
家组、建立全球统一数据库、在
全球更广范围内继续寻找可能
的早期病例，继续对相关冷链进
行追溯研究等。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发
表声明称，这份报告是一个重要
的开始，但不是研究的结束。当
前仍然没有找到新冠病毒的源
头，必须继续依照科学指引进行
溯源研究。

《华尔街日报》称，溯源联
合研究报告未排除病毒来自中
国以外、然后进入中国的可能
性。中国方面已经提出这种假
设，但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此否
认。报告建议，应进一步联合审
查 2019年 10月世界军事运动会
期间医院提供的呼吸系统疾病
数据。

世卫组织联合专家组外方
组长安巴雷克在视频新闻发布
会上也提到，病毒早期可能在中
国以外的地方传播。其他国家
发表的研究文献显示，可能存在
更早期的传播，对这些文献应该
加大研究力度。联合专家组指
出，溯源工作应该基于全球视
野，不局限于某一区域，需要多
国多地开展。

美国耶鲁大学全球健康政策
副教授陈希表示，报告的发布仅
代表一个初步调查。病毒溯源
是十分复杂的工作，还需要在多
个国家进行长期跟踪调查。目
前，病毒溯源已经被高度政治
化，这件工作应该交还给科学家
来进行，保证其公开、透明、不偏
不倚。 （央 视）

世卫组织溯源报告戳中了谁的痛点？

这是3月30日在瑞士日内瓦拍摄的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办公大楼。
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3月30日在日内瓦发布。 新华社记者 陈俊侠 摄

右图：4 月 4 日，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大桥，人
们参加游行反对亚裔仇恨。

新华社记者 王迎 摄

新华社纽约 4月 4日电（记者 刘亚南）上万名
示威者4日在美国纽约市举行大规模集会和游行，
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打击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和仇
恨犯罪，并呼吁亚裔团结起来捍卫自身权益。

当日，亚裔维权大联盟联合约 200 个少数族裔
社团在曼哈顿福利广场组织集会并发表演讲，随后
游行队伍穿过布鲁克林大桥，来到布鲁克林的卡德
曼广场集合，并在那里继续集会和演讲。

亚裔维权大联盟总召集人陈善庄在集会上表
示，尽管过去 100多年来亚裔为美国发展做出了贡
献，但亚裔的权益至今没有得到美国联邦政府重
视。他表示，亚裔不是替罪的羔羊，“我们必须行动
起来和发声，让外界知道我们面对歧视、仇恨、暴力
时所承受的苦难！”

纽约华人侨团联合会主席牛红在集会上表示：
“希望所有的亚裔能够走出来、站出来，为我们的权
益发声。”牛红说，纽约华人侨团联合会当天也组织
多个社团参加集会和游行，旨在表明所有亚裔不再
沉默，要停止仇恨犯罪和暴力。

美国暴发新冠疫情以来，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
和仇恨犯罪不断升级。仅过去一周，纽约市就发生
多起针对亚裔的暴力和犯罪行为。截至目前，有近
2000 名志愿者参加纽约市“安全步行”社团，为亚
裔出行提供陪护。

美国纽约举行大型集会反对歧视和仇恨亚裔

新华社波哥大 4月 4日电（记者 高春雨）哥伦
比亚总统杜克4日宣布，为应对圣周（复活节前的一
周）假期结束后该国可能出现的第三波新冠疫情，哥
政府制定一系列防疫新措施供全国各地参照执行。

杜克当天在电视讲话时表示，近期包括首都波
哥大在内的多座主要城市的重症治疗床位紧张，单
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升高。他介绍，
鉴于全球及拉美地区疫情持续蔓延，在听取卫生和
社会保障部及流行病专家组分析后，哥政府制定了
更为严格的防疫新措施。

这些措施要求自5日零时至19日零时，各地可
根据重症床位占有率制定宵禁时段，恢复民众“按
身份证号码尾数对应的单双号日子出行”等举措，
暂停酒吧、歌舞厅等场所营业，禁止举办任何节庆
活动，建议各省有关部门暂停批准在公共场所组织
聚集性活动。

哥政府还呼吁圣周期间赴疫情严重地区旅行的
民众返回后进行至少 7天的预防性居家隔离，在隔
离时一旦出现相关症状应立即向医疗机构报告并
转为强制隔离。

从去年12月到今年1月，哥伦比亚出现第二波
新冠疫情。自 3月下旬以来，该国单日新增新冠确
诊病例数波动升高。据哥国家卫生研究院统计，截
至 4 月 4 日 16 时 ，该 国 累 计 新 冠 确 诊 病 例 达
2446219 例，现有确诊病例 56171 例，累计死亡
64094例。

哥伦比亚2月 17日启动新冠疫苗接种，目前已
完成238.1万剂接种。依据哥2021年全国疫苗接种
计划，包括医护人员、60岁以上老人、60岁以下基
础疾病成年患者和中小学教师等群体在内、总数逾
1183万民众将优先接种疫苗。

哥伦比亚是拉美第四大经济体，其人口约有
5000 万。目前哥累计新冠确诊病例数在拉美地区
仅次于巴西。

哥伦比亚制定新措施
预防第三波新冠疫情

●关注国际疫情

新华社开罗 4月 4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中东地
区记者报道：中东地区部分国家疫情出现反弹，巴
勒斯坦4日新增确诊病例创新高，土耳其单日新增
确诊病例继续超过4万例。利比亚4日首次批量接
获新冠疫苗，其数量达10万余剂。

巴勒斯坦卫生部 4日说，当天该国新增新冠确
诊病例 2806 例，累计确诊 279936 例；新增死亡 25
例，累计死亡 2966 例。巴卫生部长马伊·凯拉 4日
说，近期巴勒斯坦新冠疫情再次反弹，4日新增确诊
病例数创疫情暴发以来最高纪录。

土耳其卫生部官网4日宣布，该国当天新增新冠
确诊病例41998例，累计确诊3487050例；新增死亡
185 例，累计死亡 32263 例；累计治愈 3105350 例。
自本月1日以来，土耳其已连续4天单日新增确诊病
例超过4万例。截至4日，土耳其累计接种新冠疫苗
超过1679万剂，逾714万人完成两剂接种。

利比亚卫生部长阿里·扎纳提 4 日表示，10 万
余剂新冠疫苗当天被运抵该国首都的黎波里，这是
利比亚首次批量接获新冠疫苗，疫苗接种将于近日
开始，医护人员、被隔离者、老人和慢性病患者将优
先接种。扎纳提说，预计到本月 11 日，将有总共
100万剂新冠疫苗陆续抵达利比亚。

阿尔及利亚巴斯德病理研究所所长福齐·德拉
尔 3 日说，阿尔及利亚将陆续收到大批新冠疫苗，
与此同时为满足本国民众的疫苗接种需求，阿尔及
利亚将在4月加快疫苗接种进度。

据阿曼卫生部4日发布的数据，该国过去3天新
增新冠确诊病例3139例，截至4日累计确诊163157
例。鉴于疫情加剧，卫生部呼吁民众严格遵守防疫
规定，特别是外出必须戴口罩，经常用肥皂和消毒水
洗手，不要近距离相互接触，无事不要外出。

埃及卫生部发言人穆贾希德 4日发表声明说，
迄今该国近15万人接种了新冠疫苗；根据卫生部长
哈拉·扎耶德 3 日指示，埃及全国的新冠疫苗接种
中心数量将从此前的139个增至399个。

据摩洛哥卫生部4日数据，该国当天新增新冠确
诊病例 365例，累计确诊 498197 例，累计死亡 8850
例。截至4日，超过434万摩洛哥民众接种了首剂新
冠疫苗，接种第二剂新冠疫苗者超过389万人。

中东部分国家疫情反弹
利比亚迎来首批新冠疫苗

新华社安曼 4月 4日电（记者 冀泽）约旦副首
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萨法迪4日说，约旦日前挫败
一起亲王哈姆扎·本·侯赛因等人参与、与境外势力
相勾连的危害国家安全活动。

萨法迪当天在安曼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关于
哈姆扎被逮捕传闻及对哈姆扎等人危害国家安全
活动的初步调查情况。他说，约旦安全机构展开全
面联合调查行动，发现哈姆扎等人与所谓“外部反
对派”等境外势力相勾连，试图动用相关人员传播
虚假信息、煽动民众，进行危害约旦国家安全与稳
定的活动。哈姆扎本人还不断与约旦社会人士接
触，企图动员他们参与到其活动中。

萨法迪还说，根据约旦情报部门截获的情报，
外部势力甚至与哈姆扎的妻子联系，提出为哈姆扎
夫妇准备一架飞机以便其离开约旦。

萨法迪表示，相关活动已被国家有关机构“扼
杀在萌芽中”。相关调查仍在继续，调查结果将公
开透明。目前已有10多名涉事人员被捕。

约旦武装部队曾于 3日发表声明，否认有关逮
捕哈姆扎的传闻，但表示哈姆扎被要求停止针对国
家安全和稳定的活动。

哈姆扎现年41岁，为约旦已故国王侯赛因和他
的第四个妻子努尔王后之子，也是现任国王阿卜杜
拉二世同父异母的弟弟。阿卜杜拉二世 1999 年 2
月任命哈姆扎为王储，2004 年 11 月决定废黜其王
储职位。

约旦宣布
挫败一起危害国家安全活动


